
随着国家战略“中国制造
2025”的展开，制造业亟需一
大批高技能人才投身于此，成
长为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
构调整，从‘制造大国’向‘制
造强国’转变，四川提出了制
造强省战略，重点发展航空航
天和燃汽轮机等高端装备制
造业。”四川工程职院相关负
责人说，学校所处的德阳市是

“国家重装基地”，正在向高端
装备制造业转型。由于高端装
备制造具有技术密集、工艺复
杂、质量要求高的特点，对技
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

“市场需要大量懂技术、
精技能、能创新、德技兼修的
技术技能人才。”该负责人如
是说。

然而，高端装备制造人
才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准确、
课程教学内容更新慢、学生
实战能力不强和职业素养不
高的问题，阻碍了高技能人
才的培养。

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四川
工程职院提出，围绕装备制造
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
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创
新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懂
技术、精技能、能创新的德技
兼修的现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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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程系 2014级模具设计与制造 1班的毕业生。
她说，在机械行业有一个最高境界被称为“大国工
匠”，能配上这个荣誉的，都是行业顶尖的水平。

“我一直把它当做我的目标，不论在学习还是工作
中，我都用心专注于做好每一件事情，坚持执着，
持之以恒，向着‘大国工匠’这个目标而奋斗。”

近年来，四川工程职院创新班级导师制度、
建立学生党员校企“双汇报、双考察”制度、建立
技能大师工作室，坚持立德树人，弘扬“大国工
匠”精神，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2011 年起，学校在保证辅导员、班主任配备
基础上，每班配备1名班级导师，由校领导、中干、
教授、企业专家担任，帮助学生树立报国理想、规
划人生目标、改进学习方法、指导就业创业，做学
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2012年起，针对学生顶岗实习期间政治思想

工作“真空”，学校与企业基层党组织签订联合培
养协议，学生党建实行“双汇报、双考察”制度，建
立“顶岗实习党员管理卡”，与企业共同培养和发
展新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与此同时，学校通过产学研园，汇聚和整合
行业优秀人才资源，组建了“高凤林焊接技能大
师工作室”“胡应华装配钳工技能大师工作室”，
建立了 600余人的兼职教师库，汇集了一大批行
业专家和能工巧匠，直接参与专业建设与教学工
作，用精益求精、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大国工匠
精神培养和塑造学生，培养学生产业报国理想和
信念。

令人振奋的是，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四川
工匠发布仪式上，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50名职工
被授予第二届“四川工匠”荣誉称号，其中，有四
名毕业于四川工程职院。

——徐姿静，白酒酿造高级技师、中国评酒

大师，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
师，就读四川工程职院91级机修9班。

——刘尚明，空军航空修理系统领军人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厂航利航空公司数控铣工，就
读四川工程职院92级机34班。

——吴传华，航空制造创新标兵，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厂航空零部件制造中心技师，就读四川
工程职院93级机35班。

——何波，航空航天精密加工技术的攻克
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某研究所精密制造
中心高级技师，就读四川工程职院 98 级数控技
术 1班。

这是继四川工程职院 90 级电气 2 班优秀毕
业生胡明华荣获首届“四川工匠”后的又一佳绩，
四川工程职院也在砥砺前行中，不断开拓进取，
提高办学质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培
育现代工匠的“沃土”。

四川工程职院：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业
培养德技兼修的现代工匠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易陟 刘琳

精致的手艺、过硬的技能，是现代工匠的基
础。如何增强学生的技术技能？四川工程职院在
理论和实践上下功夫。一方面对接产业设置专
业、依据岗位职业标准构建课程体系、根据技术
进步更新教学内容，实现专业紧跟产业。另一方
面，让学生进入项目，将新产品试制、应用技术研
究、技术服务等项目作为工程素质提升课程，纳
入选修课，学生作为项目助手，参与项目实施，提
升学生实战能力。

以学院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为例，该专
业的课程体系分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
课程。其中，专业基础课程主要是学习机械识
图、机械基础、工业机器人技术等理论知识，专
业核心课程则是工业机器人编程实训、工业机
器人应用实训、工业网络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等实践课程。

“市场对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的要求，不
仅仅局限在能看懂原理图、对设备进行操作和
维护，而是需要能够完成动作编程、工业机器
人系统机械及电气设计的人才。”该专业的老
师告诉记者，因此，人才培养要根据市场需求
而定。

实际上，近年来四川工程职院根据“产教联
盟信息平台”发布的产业发展动态和人才需求预
测，实施专业动态调整，并细化完善岗位职业标
准，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同时，理论性
强的内容由专任教师讲授，实践性强的内容在生
产现场由平台内的工程技术人员讲授；基本技能
训练课程、工程素质提升课程按照生产、工艺技
术和管理规范进行现场教学。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增强了学生的技术技能
和岗位适应力，也为中航工业、中国兵器工业、东

方电气等高端装备制造骨干企业源源不断输送
了新鲜血液。

除此之外，开展学生技能大赛也成为发扬工
匠精神、提高技能学习积极性的平台。通过实施
学生技能大赛培育、选拔和学分认定，组建由技
能大师、技术能手等领衔的教练团队，在项目中
训练，在训练中选拔，表彰优秀，营造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的良好氛围。

为了树立当代职业大学生的工匠精神，近年
来，学院的交通工程系提高实践操作技能，加强
技能水平，该系几乎每年都举办“科技节钳工技
能大赛”。交通工程系的老师告诉记者，在比赛现
场，你可以看到同学们个个技艺高超，看起来复
杂的图纸在他们眼中竟变成了优美的图画，他们
利用手中的工具在钳台上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件，
动作娴熟，各道工序环环相扣。

2019年8月，四川工程职院“宏新赛车——全
地形越野赛车个性定制的先行者”项目获得“建
行杯”第五届四川省“互联网＋”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省级决赛职教赛道金奖；

2019年7月，四川工程职院“新型小型搅拌摩
擦焊设备设计与制造”项目获得德阳市第三届

“千里眼”创业大赛优秀奖，项目负责人曾金同学
获得了“大学生创业新星”；

2019年7月，四川工程职院“面向合金热模锻
新型石墨涂层纤维布的制备”和“经济密封型汽
车自动变速器穿缸电连器的开发”两个项目在第
二届“创客天府”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三等奖和
优胜奖。

鼓励、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已经成为四川
工程职院激发学生创造力、培养造就现代工匠的
途径之一。工匠精神不仅仅体现在传承，更需要
创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

2014年11月，四川工程职院成立了大学生创
新创业中心，旨在鼓励大学生在创新创业中增长
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培养大
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现代工匠。中心下设大学
生创新创业俱乐部、大学生众创空间、大学生创
新创业园等平台。

在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大学生可以在这
里获得创新创业指导和服务，俱乐部会组织开展
大学生创业教育、交流实践和创业项目发掘等活

动；在大学生众创空间，在校的和毕业五年之内
的大学生，可以利用学校现有各项高端科技资源
获取创新创业服务，这里注重“创业与创新协同，
科研与服务并举，理论与实践结合；大学生创新
创业园则是为在校学生和部分毕业生提供创业
项目和实体的培育服务，旨在培养和提升创新创
业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创
业主体性作用，培养企业家精神。

自成立以来，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在教育教
学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先后获得了“全国毕
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四川省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俱
乐部”和“四川省创业培训定点机构”等荣誉。

强化技能 提升实战能力

鼓励创新 激发创造力

立德树人 培育工匠精神

四川工商职院组建轻工智能
装备与产品设计团队助力企业
升级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易陟 刘琳）近
日，记者从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获悉，为了
响应学校努力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要求，机电
工程系组建了轻工智能装备与产品设计科研
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团队）赴内江隆昌市开展
企业技术升级、自动化及智能化改造等项目，
经过几个月试用，获得企业方高度认可，该校
企合作项目圆满完成。

据了解，通过前期走访、调研，团队发现隆
昌市玻陶作为该市主要产业仍然处于“工业
1.0”阶段，距离迈向现代型企业还有相当长的
路要走。在学校领导及隆昌市领导、科技局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团队慎重研究，选定以
隆昌碧檀陶瓷有限公司作为合作的突破口，并
与企业方商定针对其价值百万的吨缸成型设
备进行自动化升级。在此期间，团队成员深入
生产现场，了解、熟悉吨缸从原料到烧结成型
整个生产工艺，在企业方的积极配合下，对生
产系统进行重新设计，完全摒弃了原设备控制
系统，根据其生产特性开发了全新自动控制系
统。经过几个月试用，获得企业方高度认可，该
校企合作项目圆满完成。

记者还了解到，该项目前后经历近一年时
间，通过该项目的实践，提升了教师的专业服
务和学校的社会服务品牌影响力，获得隆昌市
政府、当地企业的高度认可，同时为学校材料、
环境、艺术等专业进一步与隆昌市企业开展全
面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悉，轻工智能装
备与产品设计团队将继续跟踪川内玻陶行业
企业的发展需求，争取在该领域的校企合作中
再创佳绩。

第六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
模拟大赛闭幕

成都工业学院学子
获总决赛二等奖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易陟 刘琳）近
日，记者从成都工业学院获悉，在刚刚闭幕的
第六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
赛中，成都工业学院经管学院学子喜获总决赛
二等奖。

据了解，第六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
综合模拟大赛总决赛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联席会经济与管理学科组主办，吸引了全
国近千所高校十多万大学生参与，经过长达
半年的层层选拔，最终有 155支队伍（本科组
123支，高职组 32支）脱颖而出进入全国总决
赛。总决赛历时两天，参赛队伍需要完成软件
模拟竞赛和创业计划书竞赛两项比拼，综合
评审决出各类奖项。经过激烈的角逐，成都工
业学院经管学院组织的参赛队伍凭借出色表
现荣获本科组二等奖，这也是成都工业学院
代表队经过艰苦拼搏首次进入到全国总决赛
获得的殊荣。

据悉，该赛事以《贝腾创业之星软件》为技
术基础，运用先进的计算机软件技术、网络应
用技术、虚拟仿真技术，结合严密和精心设计
的商业模拟管理以及企业决策博弈理论，全面
模拟真实企业的创业运营管理过程，旨在考察
学生掌握在真实企业运营中会遇到的各种决
策情况的能力，并对出现的问题和运营结果进
行有效分析和评估。

记者还了解到，2019年3—4月，成都工业
学院举行了校赛，遴选出3支队伍参加了2019
年5月在西南民族大学举行的省赛，其中一支
队伍以小组第2名进入国赛。最终在国赛中团
结协作、理性决策，凭借着优异的表现荣获本
科组全国二等奖，指导老师秦俭、张磊获评

“优秀指导老师”。据介绍，通过该类高水平学
科竞赛，提升了成都工业学院师生面对高水
平赛事的能力，也展现了成都工业学院的办
学水平，突出了应用型本科办学的特点。今后，
成都工业学院还将继续坚持“以赛促学，以赛
促教，以赛促研”的思路，不断提升应用型本科
办学质量。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获批“广元市科技创新平台”单位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易陟 刘琳）近
日，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成功获批“广元市
科技创新平台”单位——广元市人工智能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这将促进学院建立健全以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优化、
整合广元市AI技术领域的科研资源，助力人
工智能产业成为广元市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据了解，为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经过申报、评
审，依托人工智能（AI）科技平台的技术实力，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成功获批“广元市科技
创新平台”单位——广元市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据悉，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AI
科技平台”成立于2018年6月，一年来，该平台
携手腾讯云、西南石油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
单位开展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与智能装备、
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人工智能与医疗设备等
应用技术的研究，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储
备技术、师资、教学案例，同时服务广元市经济
社会发展。

院校动态>>

“四川工匠”任彦仰在调试设备

在实训场地，老师为学生答疑

“四川工匠”任彦仰正在授课 老师正在现场教学

老师向学生演示操作方法

老师正在教学生操作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