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梁 建成38个乡村振兴车间 让老乡们在家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
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近年来，铜梁区牢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紧紧抓住就业这一最大的
民生，创新性开展乡村振兴车
间创建工作，探索出了一条适
合自身发展的特色乡村振兴
道路，帮助群众实现就地就近
就业。

立足区域特色、整合产业
资源、实现多方共赢……通过
建设乡村振兴车间，铜梁区让
更多老乡留在老家，让群众做
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并为
企业解决了用工难题。

据铜梁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该
区共建成投产乡村振兴车间
38个，主要生产有电子产品、
服装制品、旅游产品、弹簧类
机械配件、茶叶、包装材料等，
创造就业岗位800多个，已吸
纳就业1200余人，另有12个
乡村振兴车间正在建设中。

到今年年底，铜梁区将力
争在全区有条件的镇街实现
乡村振兴车间全覆盖，吸纳就
业1500人左右。

高楼镇高楼村
让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

日前，在铜梁区高楼镇高楼村乡
村振兴车间，30多位农民工正在聚
精会神加工着电子产品配件。

“这个乡村振兴车间是利用高楼
村闲置房屋办起来的，面积有100多
平方米，进入车间的农民现在达到
35人，她们中既有脱贫户也有残疾
人，平均月工资达到3000多元，其中
高的有4500多元。”车间管理员张选
桃说。

高楼镇是铜梁边远的农业山
乡。今年上半年，高楼镇在乡村振兴
工作中，把乡村振乡车间的创办作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持续稳
定增收的重要举措，经过精心筹备，
乡村振兴车间于今年4月18日顺利
投产。

“乡村振兴车间创办建立只是
完成了工作的第一步，把乡村振兴
办好办活，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农
民工稳定增收才是目的。为此，高
楼镇立足长远，从提升农民工素质
和技能入手，展开劳动纪律和技术
培训，尽快让农民工转换角色适应
新的环境，成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

工人。”铜梁区就业和人才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

对进入车间的农民工，该镇优先
选择脱贫户、低保户、残疾人。开业
前每天早上送到铜梁工业园区的企

业培训，晚上用专车接回家中，前后
时间长达一个月。在培训中，镇里严
格要求，企业精心指导，每一位农民
工掌握了技能合格才能上岗。下一
步，高楼镇还将继续创办新的乡村振
兴车间并切实加强管理，在办起的基
础上运行好，能增收，有效益，可持续
发展，让更多的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
收。

太平镇坪漆村
传承非遗文化 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铜梁是中国龙灯之乡。在这里，
龙灯彩扎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与
乡村振兴车间结合起来，创造就业机
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走进太平镇坪漆村的龙灯彩扎
基地，制做好的彩龙、灯笼和各式造
型的灯组有序摆放，几十位工人有的
制做灯笼，有的剪裁裱糊，有的焊接，
车间里忙碌而有序。

据介绍，2018年，坪漆村建起了
龙灯彩扎基地，组织村民开展龙灯彩

扎技术培训和彩扎务工，帮助村民增
加收入。为满足坪漆村更多群众在
家门口务工的需求，铜梁整合资金
140万元，帮助村里新建起专业化制
作的龙灯彩扎基地扶贫车间，还邀请
了两位市级非遗项目龙灯彩扎工艺
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技术指导。

“我们对前来车间务工的群众进
行了系统的培训，让他们掌握了彩扎
技术，保证了产品质量。另一方面，
积极对接销售市场开展订单式的生
产，现在我们订单充足，销路有保证，
让群众的收入稳定有保障。”铜梁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

坪漆村贫困户周光学独自抚养
两名未成年子女，家中还有年过八旬
的老人要照顾，他无法外出务工。建
在家门口的彩扎基地给他看到了新
的希望。“这淡季做得百多块钱一天，
旺季做得两三百一天，这种还是可以
的。现在离家门口近了，又把技术学
到了，还照顾了孩子照顾了老人。”周
光学说。

据了解，彩扎基地乡村振兴车间
建成后，坪漆村还搭建起专门的运营

管理团队，推动彩扎基地拓展市场、
打造品牌，吸纳更多的包括脱贫户在
内的村民务工增收致富。

石鱼镇长乐村
解开群众就业之锁

“我们村乡村振兴车间自开工以
来，由于加强了管理，不仅进车间的
农民工上班人数稳定，生产一天也没
有落下。现在她们已经领到了两个
月的工资。平均下来，月收入有
2000多元，多的有3000多元。”铜梁
区石鱼镇长乐村村支书熊达友说。

在长乐村乡村振兴车间内，车间
堆码着待加工的汽车配件，加工好的
产品整整齐齐摆放在包装筐里待
运。以妇女为主的农民工分列在操
作台两边，她们手持电动工具，细致
地把一件件汽车配件砂磨得平整光
滑。

“这个车间是村里利用闲置房屋
建起来的，今年5月31日正式开工，
在进入车间上班的30多名农民工
中，有七八位是脱贫户、低保户和残
疾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运行，绝大多
数成为了熟练工。她们每天都能完
成或者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产品的合
格率达到98%以上，保证了收入的
稳定。”熊达友介绍说。

今年60岁的印向珍是首批进车
间的村民之一。“在家门口上班，每个
月两三千块现金装进荷包，又照顾了
家里的老小，比外出打工强多了。”谈
到在车间的收入，印向珍笑得合不拢
嘴。

“目前，石鱼镇长乐、太康两个村
的乡村振兴车间已经建成投产，其它
6个村也正在抓紧筹办之中。”铜梁
区就业和人才中心负责人介绍说，为
把乡村振兴车间这一新生事物办好
办出特色，该区将继续强化对乡村振
兴车间的指导和管理，不断总结经
验，解开群众就业之锁，促进村民持
续稳定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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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镇乡村振兴车间，为当地居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

非遗传承人向坪漆村村民传授彩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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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人才培养平台
“校中企、企中校”汇聚育人合力

建设面积27632平方米，总投资
3622万元……去年12月，重庆交职
院与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校企
共建的智慧建造实训基地在江津双
福新区正式开工。

据悉，该基地以校企合作为载
体，以BIN施工技术应用为特色，集
工程施工、测量、试验检测功能为一
体，将以提供理实一体化教学、技能
培训与鉴定、社会技术培训等服务为
宗旨，充分校企协同育人作用，提升
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事实上，这并非重庆交职院与企
业共建实训基地的首次尝试。

早在2016年，学校便开始以重
交院和瑞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6

家校办企业以及中交一公局土木建
筑研究院有限公司等105家重庆市示
范性职教集团合作企业为依托，共建
交通智能建造产教综合体，搭建“校
中企，企中校”深度校企融合平台，实
现校企高质渗透和融合，形成人才共
育、课程共建、过程共管、成果共享、
责任共担的管理体系。

当前，校企共建基地推动职教改
革发展的事例并不鲜见，重庆交职院
的“校中企、企中校”合作共育模式又
有何不同？

“不同于其它行业，交通建设行
业涉及工程工艺种类繁多等特点，模
型式实训基地根本无法满足其专业
技能训练要求，亟需打造适应当代人
才培养规律，与实际岗位情景贴近的

‘生产型’实训平台。”学校负责人介
绍。

为此，重庆交职院与企业共同搭

建的智慧交通建设产教融合综合体，
以智慧交通土建工程施工、工程管
理、工程质量智能控制为培养模块，
企业双元教师作为企业技术主管指
导学生完成实际生产项目，学生作为
企业生产员工参与项目实施，真正打
造出“产、学、训、研、聘”协同平台，培
养了一大批适应“新基建”背景下智
慧交通建设产业链的改造调试等联
动应用交叉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双岗制”打造工学一体化格局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决
定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道路和前
景。随着产业升级及人才转型脚步
加快，作为交通类高职院校，如何提
升人才培养规格，撬动产业发展活

力？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给出的答案

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双岗制”
校企共育机制打造工学一体化育人
新生态。

所谓“双岗制”，即教师在校办企
业担任管理岗位，学生在企业担任技
术生产岗位，师生在各自岗位上严格
按照企业工作标准参与生产。学生
通过企业平台达到上岗要求，实现企
业“准岗式”培育。

“‘双岗制’的出现，真正让‘入校
即入企，实训即工作’成为可能。”学
校负责人说。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让教学过
程适应智慧交通岗位需求，学校在校
企产业园共育平台上，重构了“技能
与素养”融合型课程体系，重组了基
于核心岗位能力的“BIM+专业”课程
教学资源，切实解决了课程体系信息
化融合不足、结构性失调等现实痛
点。

以课程重构为例，学校引入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重构通识课与
专业课融合、知识与能力融合、信息
技术与专业技能融合、技术技能与职
业素养融合的进阶式“四维融合”型
课程体系，开设42个生产型实训项
目，有效实现了学生职业素养全面培
育。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改革，直接
拉动学校人才输出质量提升。

近年来，学生直接参与校办企业
生产任务累计2.5万人/日，毕业生对
口就业率、就业质量逐年上升，中铁、
中建等校企产业园成员企业接收毕
业生累计1540余人；自2018年以来，
实现超过2亿元的产值，得到交通建
设行业内一致好评。

提升人才培养成效
学生高素质输出成职场香饽饽

职业教育看大赛，人才质量决定
学校口碑，对于重庆交通职业学院来
说也不例外。

在2020年结束的“巴渝工匠”杯
重庆市第十四届高等职业院校学生
职业技能竞赛中，重庆交职院两名学
生凭借赛场上优异的表现，分获“工
程测量”与“建筑装饰技术应用”赛项
三等奖，为学校发展再添荣耀。

这只是该校学生专业素养优秀
的一个缩影。得益于学校科学的人
才培养方式，一大批学子用技能点亮
人生梦想，不断书写着自身的卓越答
卷。

2016年以来，重庆交职院的学生
在各种技术技能比赛中屡获佳绩，获
得国家级、市级奖60余项；积极组织
和引进专业技能认证，共有2751名同
学在校期间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学
生能力认证取得良好效果。

2019年以来，学生参加学院自建
在线课程学习，课程通过率超90%；
每学期“BIM+专业”课程通过率超
81.5%；328名优秀学生完成以生产
项目实践进行学分置换。在拓展技
能生产学习的同时，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也明显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随着学生职业素质与
应用技能的进步，企业对口接受率提
高，学生也进一步实现了高质量就
业。

刘索菲是交职院建筑设计专业
的一名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她顺利
进入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西南分公司就职。如今已晋升部门
主管的她，月薪达到9000元。回忆
起在校时光，她感慨：“感恩母校，是
母校给了我知识与技能，让我拥了有
出彩人生。”

在重庆交职院，像她这样的优秀
毕业生不在少数。据了解，学校对接
中铁十一局五公司等交通建设企业
施工员、检测员、测量员等岗位，每年
定向输出对口专业毕业生。2018年
至今，共输出毕业生2427名，2020年
各专业就业率均在93%以上；建立毕
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机制，用人单位调
查满意度达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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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携手“双岗制”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学生在渝交测绘公司BIM中心开展桥梁BIM建模准岗式实训

老师是“管理员”，
学生是“员工”，不用走
出校门，在校园里就能
体验到原汁原味的企
业生产实战过程……
这样的工作景象，在重
庆交通职业学院并不
陌生。

“新时代背景下，
交通行业向智能制造
化转型已成趋势。”学
校党委书记张俊表示，
“创新‘校中企、企中
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让高校人才与交通建
设行业精准对接，是我
校紧跟产业升级及人
才转型的步伐的重要
举措。”

近年来，重庆交通
职业学院以校企产业
园及6家校办企业为
平台，通过实施“双岗
制”人才培养模式，重
构课程体系和资源，改
革评价机制等方式，以
“精准性、零距离、实生
产”为校企育训结合
点，让学生不出校园，
就能上岗生产实训、接
触智慧建造前沿技术，
实现岗位多元化个人
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