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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2018年 12月 31日，跨年夜，
“重庆造”智能电动汽车亮相纽约时报广场。

这台小康集团制造的智能电动汽车车身
顺滑流畅，LED光源的车灯，柳叶般动感的车
窗，处处散发出时尚味道，令在场游客纷纷驻
足、围观、拍照。

智能电动汽车大受欢迎，小康集团联合
创始人张兴礼备受鼓舞，他表示，在纽约时报
广场让世界见证“重庆制造，智慧重庆”的实
力，这是小康集团“践行新制造，踏上国际化
新征程”的重要一步。

智能化工厂机器换人
未来4年5000家工厂启动智能化改造

小康集团，是重庆主攻智能制造的“先行
军”。

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小康动力）的智能化工厂里，20
台AGV智能物料小车搬运着各类物料，忙而
不乱地穿梭其间。

“AGV智能物料小车，停车精度为5毫
米，比人工操作更精准。”小康动力工厂有关
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间工厂除
AGV智能物料小车，还运用了全自动机器
人冷测试机对产品品质进行测试。冷测试
机集成了10余项智能制造先进技术，能对三
漏、间隙、振动、传感器等9大类近1000项发
动机故障准确识别判断，故障判断准确率高
达100%。

“亮相纽约时报广场的那款智能电动汽
车，将在这个智能化工厂进行生产，并于
2019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张兴礼说，在重
庆市出炉的2018年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项目名单里，小康动力的这间工厂榜上有

名，他对今年第三季度的“新车亮相”充满期
待。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与小康动力一起
进入2018年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项目名
单的还有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安汽车）。

在长安汽车两江基地生产车间，数百个
机器人在灵活地旋转、搬运、组装、焊接，一
个个车身雏形随着传送带被送往下一道工
序……仅以焊接车间为例，采用同平台多车
型柔性共线生产、蓝光自动检测、EMS传输、
激光在线检测，440台机器人将车间的自动化
提高到72%。

工厂的智能化场景，让人对长安汽车的
未来充满信心。根据长安汽车发布的“香格
里拉计划”：2025年，长安汽车将全面停售传
统意义燃油车、全谱系产品电气化，到2050
年，将推出30多个新能源汽车产品。

智能化工厂生产的车型正在逐步转变，
新能源汽车所占比例正在逐渐增加。

根据前不久，《重庆市发展智能制造实施
方案（2019-2022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正式印发。未来4年，重庆智能制造将全
面发力。

市经信委副主任刘忠表示，除了小康动
力、长安汽车等智能制造的“先行军”，重庆制
造业整体还处于数字化普及阶段，亟待加快
推进智能制造，《实施方案》将为重庆制造业
培育“升级版”带来巨大动力。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2年，重庆将累
计推动5000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10
个具备国内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50个
智能工厂、500个数字化车间，创建25个行业
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以及12个智能制造示
范园区，基本建成覆盖重点行业的工业互联

网生态体系。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机器人产业将成为重庆产业新支柱

没有司机握方向盘，数十辆长安自动驾
驶汽车一字排开，在位于重庆垫江的西部汽
车试验场内，以匀速状态行驶了3.2公里，其
间车队在直道弯道中交替切换，跟车距离近
到以厘米计，整个车队行进井然有序……

这一幕，发生在2018年11月28日“长安
汽车技术开放日暨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荣誉
活动”的现场。

凭借在智能驾驶领域技术底蕴，长安汽
车最终以55辆自动驾驶汽车一举成功挑战

“最大规模的自动驾驶车巡游”的吉尼斯世界
纪录。

在这项新纪录诞生12天前，长安汽车凭
借自动驾驶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在
2018中国（重庆）物联网创新应用大会上，被
重庆市经信委评为“2018年重庆市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大成果”。

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来变革制造业，正逐渐成为重庆
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而且，目前重
庆正加速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项目
落地，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发
展和升级。

工业机器人则是推动重庆制造“升级版”
的另一只“手”。

目前，在工业机器人领域，重庆已初步形
成了集研发、整机制造、系统集成、零部件配
套生产、机器人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机器人全
产业链。

川崎、库卡、ABB、发那科，世界排名前五

位的机器人厂商已有4家来了重庆，全部落户
在两江新区；而永川区则聚集了深圳固高、广
数机器人、华中数控等一批国内智能装备制
造龙头企业。

除了两江新区和永川区两个机器人产业
基地发展良好之外，重庆璧山区也在积极筹
建机器人产业园。未来，重庆机器人产业或
将呈现多点开花的发展势头。

根据《重庆市关于推进机器人产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完
善的机器人研发、检测、制造体系，成为国
内重要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
基地，全市机器人产业销售收入达到1000
亿元，机器人产业将成为重庆新的支柱产
业。

集成电路产业迎来新目标
2022年建成“中国集成电路创新高地”

集成电路是国之重器，事关国家安全和
国民经济命脉，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
性产业，是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基础产
业。

重庆培育制造“升级版”，集成电路产业
也迎来新目标：根据 2018 年，我市出台的
《重 庆 市 集 成 电 路 技 术 创 新 实 施 方 案
（2018—2022 年）》（以下简称《方案》），到
2022年，重庆将力争成为“中国集成电路创
新高地”。

重庆集成电路产业起步较早，产业链较
为完善，具备技术基础和产业发展基础。到
目前为止，重庆共有集成电路企业30余家。
2018年全产业实现销售收入约190亿元、同
比增长21.2%。

但是，与国际国内先进地区相比，重庆
集成电路产业还存在规模偏小、聚集效应不
明显、产业支撑不足、创新能力不够等问
题。而重庆的汽车、智能终端、智能制造、物
联网、仪器仪表等重点支柱产业，需要自主
可控的高水平集成电路技术支撑产业安全发
展。

另一方面，重庆制造业拥有每年300万
台整车、1亿台计算机类产品、2亿台手机、2
亿片液晶显示屏和3000万台家电的产量。
庞大的本地下游应用市场，也为集成电路产
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空间。

《方案》提出，重庆将选择具有相对优势
的应用领域芯片作为突破口，重点解决制约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技术问题和创新生态问
题。“技术创新将重点集中在‘5+1’领域，即智
能终端、物联网、汽车电子、智能制造、仪器仪
表5个优势应用领域和5G通信新兴应用领
域，分阶段布局，逐步完善。”市科委有关负责
人称。

根据规划，到2022年，重庆电源管理、存
储芯片等领域将进入全国前列，逻辑集成电
路代工、汽车电子芯片、驱动芯片等领域将快
速发展，人工智能及物联网芯片领域和集成
电路设计业细分市场拥有3-5家独角兽企
业，重庆将成为集成电路产业人才高地，集聚
从业人员5万人以上，集成电路全产业实现年
销售收入1000亿元。

重庆加快培育制造业“升级版”

到2022年 建设50个智能工厂500个数字化车间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璧山高新区，重庆众泰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技术人员正在调试机器人生产线。 记者 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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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中职学校高质量发展实现三大突破
破德育成效难题

以更优的方法立德树人

每年秋期，都有一批从贵州、四川等地的家
长带着孩子慕名来到隆化职中求学：“我把孩子
送到学校，不光冲着孩子将来能就业，关键看中
了这里严格的管理。”

准军事化管理早已成为隆化职中一个响亮
的品牌。

学校实施准军事化管理，积极营造“学校即
军营”的文化氛围，教室、走廊、寝室、食堂布置体
现军营元素，学生统一着装、统一用品、统一作
息。学校聘请了52名优秀退役军人担任军事教
官，借助教育系列化、军训课程化、活动主题化、
生活军事化，在军事素养教育中炼就学生职业
素养。

在学校当了20多年教官的邬学平说，准军事
化管理不仅仅让学生行为得到规范，更为重要的
是激励学生不服输、不怕失败的斗志，催生出学
生渴求知识、渴求技能的学习动力，他亲眼见证
诸多“调皮王”变成了“小榜样”，在各大岗位担重
责展才干。

“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学校校长张健强调，
隆化职中打造的是高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铸就
的是工匠精神，成就的是创新型技能人才。

准军事化管理只是学校的一个亮点，学校还
开发了“军事训练+公民素养+职业道德”的德育
课程，构建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德
育”体系，实现了事前有人发现、事中有人处置、
事后有人跟踪的德育管理格局。

一次，老师李长洪在走廊处遇到两名学生吵
架，立刻上前劝解和教育，避免了矛盾升级。随
后将学生送到了保卫科，安排专门人员对学生分
析疏导，让学生初步达成和解。事后，学校还安
排军事教官对学生进行2个星期的跟踪观察，确
定他们和好如初。

学校育人效果直接体现在学生身上。近5
年，学生参加全国中职技能大赛获银奖10枚、铜
奖14枚，参加重庆市中职生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7个、二等奖22个、三等奖57个，参加全国文明风
采大赛获一等奖8个、二等奖25个、三等奖27个，
参加重庆市文明风采大赛获一等奖89个、二等奖
185个、三等奖334个。

学校成就的不仅仅是赛场上的金牌选手，更
是具有感恩、奉献的拳拳赤子。不久前，学校计
算机专业优秀毕业生、网富控股集团总裁刘勇返
回母校洽谈校企合作事宜，支持学校发展建设，
关心学弟学妹成长成才。他的发展正是学校“立
德树人”的最佳体现。

破教师培育难题
以更强的师资优化发展

“隆化职中真了不起！”近日，2018年职业教
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出炉，隆化职中2项成果获
得二等奖。

“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依赖广大教师素质的
全面提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教师的研究能
力。”副校长吴文伦强调，学校鼓励教师进行个性
化的教育教研。

学校与西南大学、重庆工业职院等高校战略
合作，强化教育科研，设立教研机构，构建“校、
区、市、国家”4级课题研究体系，大力实施名校、
名校长、名教师、名学生“四名”工程，加强教师
培养。

为了提升教师学历层次和业务能力，学校每
年投入100余万元，用于教师培养。老师李文林
是三峡学院本科毕业，现脱产攻读重庆理工大学
硕士，学校不仅从学费上支持，还减少课时要求，
调整相对集中的教学安排，解决教师后顾之忧。

学校不仅重视科研能力培养，更注重用人惟
才，让每个老师在合适岗位发展。老师何春林在
课堂教学、班级管理上默默无闻，后来在学校鼓
励下，他专心钻研，考上重庆理工大学硕士，形成
了突出的科研能力，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机器人技
能大赛，连续3年获得了二等奖。

目前，学校形成了一支特色鲜明的高素质教
师队伍，有研究生学历教师48人，正高级教师2
名、高级教师61名，市级教学名师1人、市区级骨
干教师25人；“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85%，高
级技师20人，具有考评员资格教师47人。

破产教融合难题
以更实的合作达成共赢

“妈妈，这是我用新手机给你打电话哟。我
给你们寄的5000元收到没？你们记得给自己买
点营养品。”在太仓同维电子有限公司实习近3个
月的小王贴心地给父母打了一通“亲情电话”。

在实习期间，每个月有不低于3500元的工

资，这在一般的职业院校中并不多见。
但对于隆化职中而言，这并不令人意外。以

该校与博西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成功举办
10届的“博西华家用电器班”为例，凭借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创新，学生就业即可成为企业熟练工
人或技术骨干，就业率高达99%，平均月薪达
8000元以上，优秀毕业生月薪高达1.5万元。

“校企融合是职业院校的根本。”张健说，全
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大力办好职业院校，坚持面向
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推进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这给学校
提出了新的要求。

隆化职中在已有的经验和优势之上，不断改
革创新，推动校企深度融合。

学校将专业办在产业链上，根据南川产业发
展需求，近3年新增专业6个、停办专业4个。建
成了机械加工、汽车销售与维修、驾驶训练、酒
店、传媒公司等校内实训基地，以股份制形式与
企业成功开办“隆职传媒”，成功试点集生产、销
售、教学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基地。

如今，学校正通过公开招募优质企业的方
式，探索开办隆职驾训、隆职机械、隆职酒店等生
产性实训基地。

新起点，新征程。学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参
与企业生产和项目研发工作，对接工业园区和金
佛山景区，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开展业务培训，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价值和社
会效益。

王静 陈明鑫 胡忠英

“集七十二行之博，
促南川发展之盛，探校企
合作之路，对全球人才之
榫，走前校后企之途，创
产教结合之新……”一首
隆化职中赋，道出了南川
这所老牌名校的勇于担
当、开拓进取。

在改革开放中取得
长足发展的南川隆化职
业中学校，培养了一大批
德技双馨的技术人才，为
南川乃至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进入新时代，职业教
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既是
战略目标，也是应有之
义。隆化职中在区委、区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
人大、区政协的亲切关怀
下，在各级各方的大力支
持下，秉承“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全体学
生终身发展”的办学理
念，做优人才培养，做强
教师队伍，做实校企合
作，奏响了新时代职业学
校发展最强音。

做优人才培养 做强教师队伍 做实校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