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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追求卓越 创新创业勇铸辉煌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20年办学跨越纪实

巍巍云盖， 悠悠壘水， 坐落在中
国幸福家园德阳市罗江的应用型本科
高校———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宛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西南大地上；
仿佛夜空中一颗明亮的星星， 始终绽
放着耀眼的光芒。 从培训学校到应用
型本科高校，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实现
了华丽转身， 成为德阳市仅有的一所
多学科综合发展的应用型本科高校。
二十年来， 这所学校风雨兼程， 艰苦
创业， 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台
阶， 正在新世纪的征途中风帆高扬、
破浪前行。

学校拥有罗江、 绵竹两个校区，
占地面积1306亩， 校舍建筑面积
33.9万平方米， 在校学生1.3万人，
馆藏图书101.8万册， 各类毕业生
7.7万人。 学校设有交通学院、 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 财经学院、 建筑工程
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学院、 体
育学院、 社会管理学院、 食品与服装
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等10个二级学
院， 47个本、 专科专业。

自强不息立稳根
开拓创新求出路

20年前，在德阳绵竹新市蜿蜒曲

折的石亭江畔，两排简陋而古朴的四

合院里，25名学员撑起了四川工业科

技学院创业伊始的四川剑南武术馆。

2004年4月29日，成立四川警安职业

学院，开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旅程。

2014年5月28日，升格为全日制本科

高校，更名为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20年来，四川工科人满怀青春和

激情、自信和智慧，自强不息，树立

起一座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创新发

展里程碑。学校不断创新办学理念，

一所应用型本科大学在西南大地崛

起。

今天，学校已建立112个校内实

验实训室、198个校外实训基地。学

校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门国家高等职业

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项目———社

会管理创新示范工程、四川省综合改

革试点项目———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

合作改革试点、四川省民办特色重点

专业建设项目；高集成度FPGA嵌入

式系统研发实验室被批准为四川省科

技创新苗子工程项目，汽车实训中心

成为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建设项目。学

校建立了各级各类培训基地多个，如

四川省省级劳务培训基地、德阳市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德阳市创业定点

培训机构、德阳市创业人才培训基

地、德阳市妇女电子商务培训基地

等。学校还成立了中德汽车学院、中

德职业技能认证培训中心、车辆工程

研究所、建筑工程研究所、职业教育

师资培训中心、四川省学生军事训练

基地四川警安分基地。

内涵建设上水平
人才培养续后劲

高校的第一功能就是人才培养，

一所本科院校如果不重视教学，就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学校高瞻远

瞩，瞄准内涵建设，着力培养高素质

人才。

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引导

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战略部

署，以转型发展为契机，力争“在转

型中升级，以升级促转型”，大力推

进应用型院校建设和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转型升级。

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是转型发展

的切入点，学校始终坚持以专业建设

为载体带动整体发展。学校坚持专业

对接产业，紧紧围绕四川省工业强省

战略七大优势产业、六大战略型新型

产业和五大先导型服务业产业 （生

态） 链、创新链对应用型生产人才、

管理人才等专业人才的需求进行专业

和专业方向的设置。学校以四川省省

级“民办高校重点特色专业”———车

辆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物流管理、

酒店管理、土木工程等本科专业为依

托，通过发挥重点建设专业的示范、

引领作用，全面推动专业建设。

学校以岗位和专业能力需求，强

化专业技能培养；以岗位能力、社会

能力需求，完善能力结构；以综合素

养、全面发展，注重文化素质提升，

实现教学模式实践化，开展“123”

教学模式：“1”是围绕一个中心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2”是调整

教学大纲和增加实习实训比例，让学

生基础理论学习与实习实训实践比重

各二分之一；“3”是三阶段递进式

实践教学，即社会实践认知实习、专

业实习实训、顶岗实习。实现五个对

接，即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

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

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学校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始终把

解决行业、企业技术难题作为科技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度重视科技

成果转换，努力构建“为政府决策提

供咨询，为企业发展解决难题，为市

民学习提供机会”的服务地方体系。

近3年，学校承担多项各级各类科研

课题，其中省（部）级19项，市厅级

7项 ， 获 得 科 研 成 果 奖 20项 。

2014-2016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和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率100%。2015

年申请专利27项，其中发明4项。

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学生的

全面素质培养，通过各种途径和形

式，努力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成人

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学校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全国、省、市、行业协会举

行的比赛并屡获大奖，仅2015年，学

校学生就取得国家奖20项、省部级奖

15项、市级奖10项。

为了站在更高的起点，迈开建设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步伐，办好应用技

术型高校，学校为筹建院士工作室，

特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

校长顾秉林教授，到校作了题为《中

国社会经济战略转型与职业院校人才

培养》的学术报告，为学校建设应用

技术型大学献计把脉。

校企合作新模式
产教融合谋发展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校的

永恒主题和生命线。学校尊重市场，

整合资源，开放办学，积极探索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

学校积极探索，以“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

办学模式，建立校企、校地、校所以

及国际合作的协同育人新机制，深入

探索订单班项目、定向班项目、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等教学改革项目，对接

地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域开展有创意、有创新价值、有产

业化前景的科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和发明创造，进一步强化创新创业教

育，培养社会亟需的应用型技术技能

型人才。学校牵头建立了由100余家

单位和企业组成的四川现代职业教育

联盟。

学校加强校企深度合作，提升人

才培养水平。为满足企业对“基础

厚、技能强、素质高，具有可持续发

展能力人才”的需求，学校引企进

校，探索“双主体”的人才培养模

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是构

建“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即校企

一体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设

计教学任务、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共

同编写教材、共同进行教学评价。开

展订单班、定向班培养计划，由企业

安排有岗位针对性的技能课程和企业

文化课程，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强化训

练。二是构建一体化师资队伍建设机

制，学校派教师到企业锻炼，企业为

学校专业教师下现场实践搭建平台，

加速了教师双师素质提升；企业专家

参与学校专业课教学，企业技术人员

参与学生校内实践课教学，对到企业

开展综合实习学生予以指导，通过校

企合作打造一支适应生产、建设、服

务、管理一线技能型人才的师资队

伍。三是构建一体化的实习实训模

式。学校实施认知实习———综合实

训———顶岗实习三段递进式的工学

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第一学年，结

合专业教育安排认知实习，由学校

和合作企业共同完成；第三至五学

期安排在企业进行3个月综合实训，

由企业技术人员作技术传授，专业

课教师带队并作教学辅导；第六学

期安排顶岗实习。一体化的实习实

训模式，使学生在综合实训过程

中，提早完成岗前培训和掌握基本

生产技能。四是校企共建实训基

地。学校实训基地的建设除学校自

建外，还积极引进企业到校建实训

室、实验室、工作室，现已有多家

企业在校建设实训基地，为学校开

展实践教学提供了设备设施和场

所。

树先进职教理念
培育国际化视野

学校在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和国际

化视野的引领下，紧跟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对国际化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大力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国

际交流与合作。学校发起成立了四川

烛光教育国际交流基金会，提供师生

赴国外学习机会，培养国际视野和胸

怀，引进国际教育资源，构建国际化

教育理念和模式。

一是开展国际交换生项目。一方

面吸引国外学生来校学习，另一方面

不断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拓

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学校与国家重大

战略“一带一路”的沿线国———老挝

南塔省教育厅签订合作协议，每年提

供全额奖学金招收老挝籍留学生，免

费培养国际人才。现已招收3个年级

留学生在读。

二是开展国际校企合作项目，与德

国柏林职业教育集团签订框架协议，成

立四川首家“中德职业技能认证培训中

心”，双方根据培训师准入标准拟定教

师培养方案，按计划推进和实施。该项

目由德方负责师资、技术、资质认证等

智力支持以及落实人员赴德培训、实习

的承载企业；中方负责中心基础设施及

设备等硬件配套；培训学员由德方颁发

符合德国行业标准、适用于国内劳动市

场就业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现已选送

两批8人次教师，前往德国西门子技术

学院参加了培训。

“双创” 战略新思路
引领教改新突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国家发

展战略。学校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推进教

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树立先进的创新

创业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让所有毕业

生人尽其才。

为积极响应四川省提出的推动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创新创业的青

年大学生人才队伍，学校大力推进大学

生创新创业工作，把创新创业教育纳入

课程体系，同时引进创新创业网络课

程，设立科技创新实践课程供学生选

修，充分利用课内、课外、社会三课

堂，积极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参与科研立

项、开放实验项目和各级各类学科竞

赛，发挥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性，使

学生的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和升华，突出

学生个性发展，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2014年以来，分别开展了37期

SIYB大学生创业能力培训，共培训具

有创业意向的在校大学生1300余人，且

全部学生考核合格，获得人社部门颁发

的 《SIYB大学生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其中有58名同学培训后创业成功，分别

在创业地申领了国家专项补贴。

学校建立健全了创业就业指导服

务体系，为学生就业提供咨询保障和

创新创业培训。学校为大学生建立起

创业活动中心、创新创业孵化园和电

子商务平台，设有大学生创新创业俱

乐部，组织协调全校的创新教育、创

业教育、创业指导等工作，不断丰富

学生的创新创业知识，强化学生的创

新创业理念，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

学校与数百家人才交流中心和地方就

业信息网站、行业网站实现了人才交

流网络链接、资源共享，与500余家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事业单位建立了

稳定的人才供需关系。

2015年，学校启动了“四川工业科

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

孵化园拥有建筑面积达13000平方米，

业已投资3000万元，在园区内建成了

“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街”、“电子商务

创新创业中心”、“创新创业培训中

心”、“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工

科创客咖啡沙龙”等5个项目，并建成

“乐递配快递综合服务超市”、“京东商

城客服中心”、“京东商城金融中心”、

“罗江在线工科平台”等37个学生项目。

学校拟在“十三五”期间计划总投资

1.3亿元，打造国家级别大学生创新创

业产业园。

学校组织100名学生分为10个团队

参加教育部门和启明星大学生创业协会

举办的“中国首届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

业大赛”，2014级建工专业薛金强同学

荣获个人销售业绩全国排名第三、学校

荣获全国排名第十的优异成绩。在首届

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四川赛区选拔赛中，“创客咖啡沙龙”、

“大巴山特产专卖”、“7mm手绘服饰”、

“原汤记”等4个项目获奖。

多年来，学校毕业生以“综合素质

高、敬业精神好、动手能力强、上岗

适应快”而深受用人单位欢迎，近三

年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位居全省同类院校前列，多次被评为

“四川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单位”。

坚持“责任” 办学理念
彰显服务地方特色

“应用型”最重要的内涵就是让学

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让学校更好地

具备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和产业的能力。

“责任”是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

是学校的根。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是

教师的责任；奋发学习，不断超越，是

学生的责任；严格管理，形成良好的学

风、教风和校风，是学校的责任；感恩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所有

工科人的责任。学校“以担当社会责任

的教育，培养担当社会责任的人才”的

办学理念，实施德育内容系列化、职业

化，通过管理、教育、引导、培训、养

成五个环节，培养学生责任品德、感恩

品德、仪礼品德的“三品两化五环节”

德育模式。德育工作紧扣专业特点和职

业行业要求，提炼、挖掘、设计德育职

业化内容，以常态化模式开展突出责任、

感恩、仪礼主题的系列化活动，以规范

化、制度化管理为目标，以“三品”系

列化活动为德育载体，通过心理辅导、

思想引导、就业指导、培训、军训，形

成“早诵经典、晚习武术”校园风景，

使德育固化为学生的思想品质和行为习

惯。论文《“三品两化五环节”德育创新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曾荣获首届全国民

办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

果奖。

学校十分重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依存关系，不断提高与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依存度。一是利用学校专

业优势、人才优势，不断增强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紧密配合实施

旅游强市战略，助力德阳绵竹市成功

打造九龙跑马岭、绵竹年画村两个国家

4A级景区。二是学校发挥文化传承创

新职能，挖掘弘扬地方文化，牵头成

立李调元研究会，搭建平台，集聚研究

人才和资源，对以李调元为代表的罗江

地方文化开展挖掘、研究、开发、传

承、创新。三是承担德阳市国家高职教

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子项目———社会管理

创新示范工程。在学校所在地建立创新

社会管理基地，开展综合治理共建，为

地方开展干部培训，组织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服务活动。学校融入地方，地方支

持学校，实现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

良好态势。

“责任”理念在学校已全面融入师

德建设、教风建设、学风建设、后勤服

务、毕业生就业等各个环节之中，全校

教职工用履责的行动，兑现着“让学生

无悔于选择了我们，让我们无愧于每一

个学生”的郑重承诺。

自强不息， 钟灵毓秀。 四川工业科
技学院这所欣欣向荣的大学正阔步前行。
学校将继续坚持 “以担当社会责任的教
育， 培养担当社会责任的人才” 的办学
理念， 以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应用型
本科高校为目标 ， 不断完善管理体系 ，
增强办学实力， 构建培养应用型技术技
能型人才的高地， 秉承引领先进文化的
使命 ， 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 ， 为实现
“中国梦” 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