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人工智能 打造高新基地

智能平台
点燃创新驱动“新引擎”

科创讯飞人工智能学院的建立，在
当地乃至重庆职教领域引发热论。

一个是底蕴深厚的名牌职院。重庆
科创职业学院在永川办学20余年，坚持

“育社会精英，建千秋功业”的办学宗旨，
首创“3+1”育人模式。

一个是实力雄厚的明星企业。科大
讯飞是专业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等方面的
国家级骨干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世界领先智能语音技术，在业内久负
盛名。

强强联手，在永川这块高新技术孕
育发展的热土上，大展拳脚。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是国家发展之需，是人才培养之要。”学
校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是新时代经济
发展新引擎、社会发展加速器。

新成立的科创讯飞人工智能学院如
何培养人才？

校企双方将发挥优势、共享资源、运
用特长，以联合治理科创讯飞人工智能
学院为基础，共建学科专业群，共建师资
队伍，共建办学条件，共同培养高质量人
工智能人才。

校企双方重点围绕软件和信息服
务、计算机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等
专业，共同为合格毕业生提供职业指导、
培训等就业服务，并提供对口岗位的专
业实习机会。毕业生可免费享受科大讯
飞集团人力资源服务渠道推介服务，特
别优秀毕业生推荐至科大讯飞集团旗下
企业就业。

“学生零距离接轨市场，真学、真
做。真实践，不仅具有核心竞争力，而且
发展后劲更足。”人工智能学院相关负责
人万军表示，校企双方重点培养面向未
来的人工智能应用人才，让学生在毕业
时就具备一定的商业项目研发经验，具
备应对未来新挑战的能力。

聚焦高新
推动产教融合“新突破”

走进重庆科创职业学院高新技术实
训基地，每一层都令人驻足忘返。

一楼的校办企业重庆乐铠机器人技
术有限公司，二楼的机器人中心、三楼的
科普基地，四楼的3D打印中心……这里
融实训教学、职业鉴定、生产服务、科普
体验和技术研发等功能为一体，俨然“产
学研”一体的典范。

“高新基地的成立初衷旨在为响应
重庆市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主动
对接永川智能制造产业，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学
校负责人表示。建立两年来，高新实训
基地的辐射引领作用已得到一定彰显。

基地模拟企业真实的生产环境，为
学生提供实训机会，为企业培养“准员
工”。

例如机器人中心，建有机器人产品
装配生产线等。主要模拟企业真实的生
产环境，使学生提前熟知企业的生产管
理及装配工艺流程，进入企业后直接上
岗，学院许多学生还没毕业，就已经被公
司提前预定。

基地建设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对产学
研合作体制机制的探索和突破。

高新基地办公室主任彭凤英介绍，
以校办企业重庆乐铠机器人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为例，该公司隶属于学院，除了从
事研发生产以外，还承担了职院每周16
课时的实训教学任务。乐铠的工程师、
技术员同时兼任学院的实训教师。

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脚步大大加
快。可以直接承接企业生产任务，利用
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作为教学案例，学生
边生产边学习，产教互融。真正实现科
技研发、教学实践与产业结合，实现了

“做中学，厂中学，学中做”。学校已为中
船重工重庆液压机电有限公司、重庆九
桥机械厂等企业打印了马达后盖、汽车
叶轮等试制品，实现产值60余万元。

此外，该基地在培养高素质创新人
才方面体现出巨大优势。在2017年全
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机器
人装调及智能应用赛项上，该校学生王
力、朱勇、黄金城获得全国一等奖。同
时，该基地成为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
等高校的人才培养实训基地，不少大型
企业的员工培训基地。

目前，依托基地建设，学校已成功申
报省部级研究机构——重庆市工业机器
人应用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科
创智能装备研究院、重庆市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科普基地、重庆市智能制造协同
创新及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

4 月 26 日，重庆科
创职业学院迎来了发展
史上重要的日子。这
天，大家翘首以盼的科
创讯飞人工智能学院成
立了。

该学院由重庆科创
职业学院与科大讯飞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
双方强强联合，围绕人
工智能共建特色鲜明的
人工智能学科群，培养
在毕业时就具有一年左
右工作经验的人工智能
应用人才。

此次合作，不仅为
科创职业学院按下转型
升级“快进键”，也将满
足科大讯飞在西南地区
产业布局的人才需求，
为永川产业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为
重庆市智能产业发展培
养人才。

经济新常态蕴含新
机遇，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未来，属于坚定者、
奋楫者、担当者，科创职
业学院正以永不懈怠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奋斗
姿态，依托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高新技术，通过
产教深度融合，加快向
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

科创职院按下转型升级“快进键”

何霜 姚兰 胡忠英
图片由科创职业学院提供

近日，学校机器
人及智能装备科普基
地科普人员一行 11
人，驱车400多公里到
达贵州省赫章县赫章
一中和赫章野马川初
级中学，与赫章县教
育局领导、相关校领
导共同参加了科普教
室揭牌仪式。

“太棒了，我们也
有了这些设备，以后
可以大胆搞创新了！”
当机器人、无人机和
3D打印的设备、产品
运送到赫章一中后，
受到师生的热烈欢
迎。知识讲座、服务
机器人体验、无人机
观摩等活动，让孩子
们感受到了高新技术
的魅力。

发挥资源、专业
与人才优势，更好服
务社会，是科创职业学院的承诺
与担当。

学校的高新技术生产实训基
地担当起科普重任，借助优秀师
资，高水准平台以及诸多项目，该
院于2017年4月被重庆市科委授
予重庆市科普基地，当年，就获得
重 庆 市 科 普 基 地 年 度 考 评 二
等奖。

学校大力开展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科普基地送科普进校园
活动。仅 2017 年就通过“走出
去，迎进来”等方式，共开展科普
活动20余场、接待各类参观体验
200 余次……得到社会普遍认同
和广泛称赞。

学校负责人表示：“未来，将
进一步拓展社区教育的外延，通
过更多科普教育活动，让人人都
崇尚科技，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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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20 年为社会

输送了超过10 万名毕业

生，其中80%以上留在重

庆工作。

学校已经建成4个市

级技术创新和应用服务平

台，与近300 家大中型企

业开展校企合作。

近三年学校成功申报

市级以上课题20余项，横

向项目50余项，发表论文

100 余项，公开出版教材

30余部。

近三年学校竞赛获得

国家级奖项近10项，获市

区奖项50余项。

学生在实训现场

14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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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攻坚
战，是我市正着力打
好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按照全市《关于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实施意见》要求，
重庆电信切实履行
央企责任，积极开展
深度扶贫工作，针对
深度贫困乡镇脱贫
攻坚涉及的乡镇，大
力推进网络建设。
利用中国电信 ITV
优势，在电视商务、
教育、政务等方面打
造信息化应用开展
信息扶贫，取得显著
成效。

重庆电信的移
动网络精准扶贫项
目覆盖巫山、石柱等
14 个区县，总体建
设规模73个。截至
目前，已安装开通站
点72个。

重庆电信的光纤网络精准扶
贫项目覆盖巫溪、城口等8个区
县11个镇乡59个行政村。截至
目前，已建设300米范围内20户
以上集聚区179个光网覆盖，完
成比例为70%。

信息扶贫上，重庆电信以“互
联网+”方式不断满足政企及群众
需求，在前期开展互联网+精准扶
贫、党员教育、渝眼、TV剧场的基
础上，后续规划提供电视购物、教
育、农技指导、旅游咨询等内容。

此外，重庆电信还在万州、巫
溪、城口建立了“爱心小屋”、“关
爱小屋”交流平台，为贫困村村民
搭建起留守儿童、老人、妇女与在
外务工人员的沟通通道。

到2020年，重庆电信将在全
市18个国家级贫困乡镇全部建
起“信息扶贫关爱小屋”，助力打
通脱贫之路的“最后一公里”。

谢恒 图片由重庆电信提供

持续推动“宽带中国·光网城市”建设

4月23日召开的全市信息通信行业工

作会提出，我市将开展网络强市建设“三

年行动”，把重庆建成信息通信枢纽；加快

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

发展行动计划，建设智慧重庆；加大网络

提速降费力度，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加

快5G试验网建设，推进IPv6商用部署。

作为我市通信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

的中坚力量，重庆电信积极接应工信部和中

国电信要求，持续推动“宽带中国·光网城

市”战略，不断加快网络设施建设步伐，圆满

完成了提速降费和各项通信保障任务，为我

市建设网络强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市正在大力实施的“八项行动计划”中，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
计划的实施和网络强市的建设，均需以强有力
的网络基础为保障。

依托中国电信优势，重庆电信目前拥有全
国乃至世界覆盖人口最多的本地通信网。这
一网络集光纤、微波、卫星通信手段为一体，技
术先进、安全可靠。其云及IDC基础能力、固
定电话、互联网宽带及互联网出口带宽均在本
地通信企业中位居主导。

作为通信行业的领军企业，重庆电信近年
来大力实施FTTH光纤网络建设和改造，加快

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善电信网络整体服务性
能，全面提升宽带接入能力和宽带化信息应用
水平。抓住机遇积极实施光纤到户工作，持续
开展“光进铜退”工作。

为全面推进光网建设，2010年至今，重庆
电信在宽带网络建设上的总投资已达约50亿
元，帮助我市将城市/乡镇区域FTTH网络覆
盖率提升至99%。

同时，重庆电信积极开展行政村光网建
设，先后完成了国家“宽带乡村工程”、“普遍服
务”工程及行政村光网改造，全市行政村光网
通达率已达99%。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4K、8K以及VR
视频的出现，百兆宽带到户已经成为用户的普遍
需求，“千兆到户”则成为下一步的发展目标。

重庆电信立足“卓越接入、品质领先、专业
运营、精准投资”理念，打造泛在、高速、智能、
健壮的，同城领先的新一代智能光网。

目前，重庆电信已在全市各区县城区完成了
10G PON网络架构部署，已具备10G PON口
5550个，可对外提供33万千兆的用户接入。

优质的服务，被视作企业发展的灵魂。重
庆电信不断适应新形势，以客户和企业价值

“双提升”为目标，以互联网化运营和深化改革

为主线，聚焦客户关键感知点提升基础服务能
力，赢得社会广泛赞誉。

经过长期发展，重庆电信已培养和锻炼出
一支精干的员工队伍，旗下8000余位专业维
护人员组成独有的全覆盖、无缝隙便捷服务
网，为全市网络运行提供内容最丰富、方案最
完备、技术最成熟的专业服务。

2018年，重庆电信将进一步提升行政村
光网覆盖水平，并针对政企光网，开展补盲工
作，补上光网覆盖“最后的短板”。同时，进一
步完善承载网网络结构、提升承载能力，为“千
兆到户”提供坚强保障。

以强大的硬件和人才队伍为保障，重庆电
信大力开发和推广信息化应用，以全新的多业
务、多网络、多终端融合及价值链延伸，努力使
信息化成果惠及全市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众。

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正
在悄然改变全球电子政务的发展方式。基于
云计算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将成为“互联
网+”政务建设的重要基础。

重庆电信致力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升级，
为社会重点领域提供智慧城管、应急指挥、手
机开票、居家养老等系列应用。

在万州，重庆电信打造出智慧社区网络化
社会管理服务平台，通过街道、社区、网格、楼
栋、户进行五级穿透式信息管理，实现了网格
内人、地、事、物、情的“一目了然”。

重庆电信大力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开发和推广。
坚持融合创新、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
合互动，拓展教育信息化应用广度与深度，为
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网络保障。积极探索创
新之路，全方位推进重庆“互联网+教育”发展，
以信息化助推教育转型。

面对医疗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挂号排队
时间长、看病等待时间长、结算排队时间长、
医生看病时间短等“三长一短”问题，重庆电
信积极整合网络、终端、内容服务及支付能
力，改造传统医疗服务模式，构建基于移动互
联网的一站式移动就医健康服务平台，为用
户提供安全、稳定、便捷的贯穿就医全流程的
服务。

同时，以信息化手段支撑各级卫计主管部
门分级诊疗制度建立，通过和本地龙头医院联
手，以互联网技术整合区域内各类医疗机构的

资源，建设远程医疗平台，推进分级诊疗和医
疗资源下沉，促进全市各类医疗结构协同发
展，为大众提供更优质、便捷、安全、高效医疗
健康服务。

重庆电信还针对重庆丰富的旅游资源，
积极配合地方旅游主管部门，利用云计算、
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提升旅
游业的软实力。根据服务的对象不同，采用

“公有云+私有云”的混合模式，协同各级旅
游主管部门打造旅游云服务平台，助力实现

“智慧旅游”。

立足“互联网+”打造智慧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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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重庆“云计算”核心网机房

重庆电信 为网络强市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