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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江南职业学校与卓联
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电子
实训基地落成投用，拉开了校企合作
走向深度的新篇章。2年多来，学校
提供场地教学、企业提供设备技术，
双方基于促进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加
工，提升电子信息类专业实力，共同
定制了专业目标、课程计划、教学内
容等。

学校的专业教师和企业的技术
骨干“二合一”实现优势互补，培养出
一大批“德技双馨”的高素质技能人
才，为企业发展注入了优质的人力资
源。

事实上，与卓联仪器仪表有限公
司的深度合作还只是江南职业学校
以“引企入校”探索实践校企一体化
育人模式的缩影。

校长刘友林认为，学校人才培养
目标与企业岗位技能需求要“对口”，
通过探索实践校企一体化育人模式，
可以走出企业招工难和学生就业难
的“两难”困境，在提高办学质量的同
时也能更好地服务企业和地方经济

发展。
东科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在2014

年就与学校共建了校企合作生产实
训基地，累计招收江南职业学校学生
100多人，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
用工缺口。

目前，该校引进重庆东科模具、
卓联电子等3家企业入驻校园，共建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年订单培育学生
600人。

校企合作不止于共建实训基地，
共办专业也成为一大亮点。

近年来，学校面向市场需求不断
完善专业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紧扣
地方产业抓专业建设，先后与潍柴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重齿集团等先进制
造业企业合作，开办了智能制造、模
具、工业机器人运用等专业，年输送
学生700人左右。

同时，还与重庆长安集团和东风
小康公司合作，开办新能源汽车运用
与维修专业，年输送学生300人左右；
与江津综保区合作开办现代物流专
业，年输送学生近100人；对接现代服

务业，举办护理、家政服务、美发与形
象设计等专业……

专业围着产业转，如今江南职业
学校的专业与地方产业的匹配度相
当高，培养的毕业生受企业青睐，也
反哺了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江津这个农业大区
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提速，该校还
面向江津汽摩及零部件、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新型材料、食品加工五大
支柱产业，举办智能制造、汽车、电子
等专业，面向地方富硒特色效益农业
和现代农业园区，举办畜牧兽医、农
村经济管理、园艺、农业机械等涉农
专业。

如今，江南职业学校不仅成为国
家“十三五”产教融合工程项目学校，
还成为全国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
单位、重庆市首批“双基地”项目学
校。据悉，该校将力争让每个专业都
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实现学生技能
训练与岗位标准的有效对接，促进教
学与企业生产、教师与工程师、学生
与企业员工的深度融合。

校企合作有深度 专业跟着市场转 育人贴着需求走

2018 年 ，江 津 鲜
椒产量 27 万吨，产值
32.7亿元。通过“矮化
密植、精准修剪、科学
施肥、病虫害综合防
治”等一系列科学丰
产技术的推广，江津
花 椒 最 高 亩 产 可 达
1500公斤。

江津花椒产业的
良好发展，离不开江
南职业学校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坚守，也
离不开深化产教融合
的行动，更离不开扎
根 地 方 办 教 育 的 情
怀。

特别是近年来，
在江津区委、区政府
的重视和引领下，江
南职业学校立足毗邻
江津珞璜工业园和江
津现代农业园地域优
势，演绎出校企合作、
政校合作、园校合作

“三重奏”，用高水平
办学服务地方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

面向市场、服务
发展、促进就业，江南
职业学校多次受到教
育部、农业部表彰，塑
造出在全国都具有示
范意义的产教融合样
板。

江津有“中国花椒之乡”之称，是
全国最大的青花椒种植区和产区。
目前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53.5万亩，
有 61 万名“椒农”，占全区农民的
56%。

江津花椒何以飘香全国？背后
原因与江南职业学校不无关系。

据悉，学校主动对接政府开展花
椒栽培、改良、管理、加工等新技术培
训，实现江津花椒从零星散种到规模
化、产业化种植。同时学校协同政府
开发市场、拓展订单、培养人才，培养
出种植大户，研发出矮化密植丰产技
术，开发的花椒新品种“九叶青”花椒
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上斩获金奖。

要“椒”香飘逸，还要特色“硒”
有。

为服务好江津富硒产业发展，学
校在政府支持下拟筹建富硒产业学
院，深入开展富硒农副产品研发与技
能培训，为江津打造“中国生态硒城”

“中国长寿之乡”提供人才技术的有
效供给。目前，江津已形成八大富硒

绿色产业，富硒农业产值达55亿元，
乡村富硒旅游收入37.5亿元。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其中很重要
的一个责任就是促进乡村振兴发
展。”刘友林谈到，秉承“扎根乡村、服
务三农”的办学传统，学校协同地方
政府，与区级部门合作，近年来持续
开展农村实用技能、温暖工程、扶贫
创业、村社干部和农业产业化培训。

正是在政府支持下，该校于2014
年牵头组建全国首个跨区域、跨行
业、跨部门的农民就业创业培训集团
——重庆市江南农民就业创业培训
集团。

今年6月，该集团被市教委认定
为市级示范性职教集团。

“江南职业学校老师们技术水平
高，又讲得通俗易懂，让我学到了山
羊的养殖技术，这下我家养殖山羊不
愁了！”刚接受完现场指导的程必刚
一手拿着赠送的《波尔山羊养殖技术
资料》，一手捧着免费发放的饲料连
声道谢。

成立院坝学校，开展送教下乡、

科技赶场等活动，依托职教集团，越
来越多的精准培训、温暖培训送到了
田间地头，送到了村民心坎上。

现在职教集团已有成员单位78
家，以“贴近农民需求、帮助农民增
收、促进产业优化”为目标，合力探索
实践“平台化”教学实训基地、“模块
化”培训课程资源、“网格化”培训管
理、“合约化”的培训关系、“全程化”
服务保障的“五化”培训模式，年培训
农村实用型、技能型、创业型人才
20000余人次，其中1800余名学员立
足农村成功创办中小微企业。

还有近6000名学员成为农村致
富带头人，种植养殖扶贫培训更是帮
助12个贫困村的2000余户贫困户户
均增收7000余元。

据了解，江南职业学校还与企业
共建起一个集“产、学、研、训、文、旅”
于一体的综合性涉农培训基地，与市
内外农科院（所）和28家农业企业合
作共建32个专业技能培训基地，与
12个村（社）联姻共建科普示范园81
个。

政校合作有高度 职教集团强起来 乡村振兴旺起来

江津区珞璜工业园区成立于
2005年，是中欧班列（重庆）新起
点、长江经济带上的“水公铁”综合
交通枢纽。目前，该工业园区投产
企业540多家，基本形成装备制造、
新型材料、现代物流三大主导产业。

毗邻珞璜工业园区的江南职业
学校可以说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
势。

如何借势腾飞？近年来，学校
与珞璜工业园区进行了有广度的合
作，推动“政产学研”紧密结合，教育
发展与产业升级互为支撑、共促共
进。

为推动教育与产业的同频共
振，学校与珞璜工业园成为“命运共
同体”，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技术
创新、社会服务、招商引资等方面开
展紧密合作。

园区把学校师资、企业骨干纳
入园区人才资源库，将学校先进教
学设备、企业生产设备纳入园区设
备资源库，同时还把企业生产服务
需求、学校生产服务能力纳入服务
资源库，整合园区促建部、学校校企
合作处、企业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
员，组建人才工作联络员队伍，共同
为产业升级筑巢搭台。

通过珞璜工业园区的牵线搭
桥，园区内的企业积极参与到学校
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来，目前
已有62家企业与学校开展“订单
式”人才培养。

学校的毕业生也有了更广阔的
就业渠道，目前有10000多名毕业
生在珞璜工业园区就业，学校共为
园区的装备制造企业输送学生
6700余名，为新材料企业输送学生
1900余名，为现代物流和消费品轻
工业企业输送技工1000余名。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主动积
极地参与到园区企业的科技成果转

化中，与企业联合开展产品开发，例
如车辆高位刹车灯、压铸模具上的
真空抽气阀等技术的研发，仅2018
年园区各企业共取得发明专利授权
35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56件。
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有学校在人才与
智力支持的贡献。

就连每年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
工作也成为江南职业学校的分内
事。学校选派优秀青年干部参与园
区招商工作，配合园区开展招商宣
传。2018年园区新引进项目257
个，共同引进的重庆金迈郎服饰有
限公司也在学校建成投产。

同时，学校还面向园区企业广
泛开展职工岗前培训、技术技能培
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园校联合举办
的“服务产业、亮我风采”招聘会有
效服务了园区发展，这些创新举措
多次吸引市内外职教考察团前来学
习园校互动的经验。

除了与珞璜工业园区紧密合作
外，学校的夹滩校区地处江津现代
农业园区，因此学校也与该园区签
订涉农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协议，助
力重庆畅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重
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成为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助推江津
现代农业园区成为国家级现代农业
示范区。

刘友林介绍说，随着新项目在
工业园区投产，企业用工依然供不
应求，按照园区做大做强消费品轻
工业，集中发展智能家居、造纸包装
等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目
标，学校将进一步升级教育配套、做
好人才配套，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的同时，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引领
农村职业教育的重庆领先、国内一
流、世界水准的高水平中职学校。

文秀月 付茂勇
图片由江南职业学校提供

园校合作有广度
为产业升级筑巢 把前景变成钱景

在前不久落幕的重庆市第
三届“渝创渝新”中华职业教育
创新创业大赛中，江南职业学
校学生宋恒锋、钟玲志等所在
团队的创业项目《新能源汽车
自燃保护装置》荣获大赛一等
奖。他们从全市 100 多所职业
院校的2000多个创业项目中脱
颖而出，其创新性、可行性、专
业性、实践性受到评委高度评
价。

一等奖反映出学生的能力
素养，也折射出学校的育人质
量。

校长刘友林说：“我校 90%
学生都来自农村，还有30%以上
的学生是贫困生，要保障他们
高质量就业，最重要的就提升
教育质量和育人质量。”

近年来，学校创新推行双
创教育，激励教师参与企业产
品开发、技术研究、成果转移转
化，目前教师参与企业发明专
利 21 个，实用新型专业 37 个，
科学技术成果奖17个。同时还
设立学生创新创业指导中心，
成立以科技发明创新为特色的

“科技社团”，组建众创空间、创

业社团等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常态化开展师生创新设计大
赛，并对自主创业学生实行持
续帮扶、全程指导、一站式服
务。

近3年，该校学生参加职业
技能大赛获奖196项，其中市级
一等奖及其以上奖项106项，毕
业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
上，创业成功率16%以上。

“要有创新创业精神还要
有良好道德品行”，该校一直这
样要求学生。

以立德树人为根，江南职
业学校坚持“五育并举、德育为
先”，建立起教书育人、生活育
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
育人的长效机制，抓好课堂、校
园 文 化 、网 络 、队 伍 4 个“ 建
设”，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
会生活大课堂”结合，把德育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
如今学校有 2 名学生被评为

“感动江津十大人物”和“感动
重庆十大人物”，学校连续5年
被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七部
委评为全国“文明风采”竞赛优
秀组织奖。

学生发明“新能源汽车自燃保护装置”
获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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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江津花椒香飘全国 促园区产业蓄能升级
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演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三重奏”

产教融合基地——重庆东科模具生产车间

珞璜校区综合教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