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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总部
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国家级别高新开发区，公司志在打造国
内国际职业教育领头羊装备企业。顺应职业教育政策，满
足技能培训需求，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又积极
服务院校技能人才培养。

在广东的100 多所技工院校，在三区三州重点扶贫地
区，在教育系统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场，在中国技
能大赛和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都能看到广东三向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身影，都有广东三向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备。

打造一流的教学资源服务商

21年来，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
智能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全国职业教育成套实训装备，
服务于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实训室建设、课程及教学资源
开发、人才培养与实习就业、职业技能大赛以及师资队伍
建设这一定位，为全国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的转型升级提
供资源服务。

中国职业教育蒸蒸日上，强劲的需求，需要强大的服
务。

面对职业院校的需求，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在企业内打造了广东省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肇庆市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科研机构，成为肇庆市知识产权试点

单位、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企业。
目前，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国家发明

专利18项、外观新型与实用新型国家专利65项、国家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3项，125项产品通过广东省技术监督部门企
业标准检验备案，是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单位、广东省职
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省人工智能师资
培训基地单位、全国技工院校校长论坛秘书处单位……

创新突破 力争超越

这些年来，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人才技
术为基础，创造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研发出工业机器人、
人工智能、智能物联网、智能考核、智能制造、一体化课
改、技能大赛、流动实训车及传统职教设备等系列教学实
训和技能竞赛产品。

享誉国内，名扬海外。其中代表性的产品“SX-815Q
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考核设备”2018年被作为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赛项指定设备，此款设备还随“鲁
班工坊”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技能的发展，落
地在巴基斯坦、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作为中国职业教育
成果与世界分享。

同时，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SX-
TFI4智能制造综合教学工厂”，采用工业物联网、机器人、

大数据等关键技术，构造工业4.0的智能教学工厂及管理系
统的综合教学实践平台，包括：智能服务中心、智能控制
中心、智能原材料区、智能加工区、智能装配区、智能检
测区、智能包装区、智能成品区、智能AGV小车等，具有
产品对象及加工工艺真实性、先进性、实用性、灵活性等
特点。项目成果申请发明专利4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4
件、外观专利2件，出版配套教材5本，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项目成果经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中国赛宝
实验室检测，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项目成果已产业
化，并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用户反映良好，取得显著的社
会经济效益。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项目成果具有创新性，
在中高职智能教学工厂实训体系与系统集成方面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成功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同样，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SX—
618A人工智能综合应用技术实训考核系统”，是根据人工
智能技术新的职业岗位要求而设计的一款药物制粒成形智
能生产线。该生产线依托智能机器人技术、5G网络技术、
人工智能算法、图像识别技术、传感器技术、自主控制技
术、自主决策技术、自主规划技术，实现颗粒药物的制粒
成形、胶囊填充、检测分拣、包装入瓶、成品入库等整个

生产过程。通过该平台的训练或参赛，学员能够充分掌握
人工智能平台搭建，图像和视频数据标注，图像和视频数

据处理分析，图像数据处理，神经网络构建，人工智能模
型训练、评估、应用，场景综合应用编程的能力，掌握以
上能力的人员能够真正成为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的技术技
能人才。该平台既能满足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又符合国家
相关技能大赛标准。

专注职教 心无旁骛

这些年来，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专注
于职业教育教学资源服务，积极为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
业教育、技工教育、职业培训系统提供全面整体化的服务
和系统化的专业建设解决方案。

而今，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技能人才登顶世
界技能巅峰。面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技
能人才培训服务，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为打
造成为全国一流的教学资源服务商而继续奔跑。

（许胜辉 李海滨）

在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看来，接续推进脱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助战乡村
转型，助力乡邻致富，助推
人才振兴，需要扎扎实实地
从“头”做起……

当好扶贫的“犁头”

2019年，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教研室主任、农学博士王
镇，被选派至市区两级经济薄弱村东
山镇新潦村担任“第一书记”。到任
后，他迅即扑下身子搞调研，系统分
析村里特色产业莼菜种植的发展困
境，提出了“基地+农户”融合种植
机制、“农旅文”三元一体发展格局建

设等一揽子专业化建议，并在学院的
大力支持下，以重点扶贫项目“莼菜
基地”建设为重点，协助村两委构建
了“观莼、品茗、赏荷、品果”农业
综合体，有力推动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

王镇还充分借助学校东山校区的
资源优势，与9名博士教师携手组建

“驻村博士工作站”，有力确保技术支撑
常态化。在果树博士王鹏凯指导下，村
里绿色化生产的枇杷“产、质、价”齐升；
在蔬菜学博士李慧敏指导下，传统鱼塘
顺利“退养改种”，保护了生态又扩大了
莼菜产业规模……

2019 年底，在苏农院科技“犁
头”帮助下，新潦村成功犁掉“经济
薄弱村”的帽子，并“犁出”了乡村
振兴的胜利前景。

掘开致富的“源头”

5月，正是草莓上市时节，苏州
果农俞群康看着大棚里红艳艳的草
莓，开心地说：“幸亏有园区，生产一
点儿没耽误，选种、育苗的品质更是
呱呱叫。”

俞群康说的“园区”，是有着“智
能数字植物工厂”之称的苏州农职院
相城科技园育苗基地，也是学校产教
融合发展的产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育苗基地
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生产”的科技
优势，为保障地区农业生产作出了积
极贡献。此外，为帮助农民抓好春耕
生产，学校一手抓线上，在线传授农
技知识、推送政策信息、协助进行补
贴申报；一手抓线下，帮助农户做好

“绿色防控”，受到广泛赞誉。
与育苗基地“现代化”致富源头

形成呼应的，是学校在“创新与传承
的辩证统一”中开掘的“传统味”致
富源头。

学校“茶艺与茶叶营销”专业与
国家非遗“洞庭山碧螺春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严介龙大师，携手打造

“校企合作+大师工作室”，运用“现
代师徒制”让“古法碧螺春”在新时
代绽放出更加浓郁悠久的茶香。疫情
防控期间，4个学生参与企业复工复
产，运维3家天猫网店，截至4月底营
业额达800余万元。

飞上就业的“枝头”

“就业工作，一是要练在平时，做
好就业导向和就业能力培养；二是要

应在急时，因时因势给予学生心理指
导与就业帮扶。”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李振陆说。

面对新冠疫情及多重因素的叠加
影响，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凝心聚
力，亮出“四大法宝”，鼓荡风力，托
举毕业生飞上就业的“枝头”。

学校与苏州太仓市等地政府部门
合作，开设“定向委培班”，以“校地
联动、教产衔接、开放共享、终身学
习”为路径，着力培养“爱农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技术技能人才和新
型职业农民。今年，预计有50名委培
生在所属村镇、农业企业的生产、经
营、管理等岗位发挥骨干作用，180
名新生入学。

学校坚持“教赛研一体化”推进
课程改革，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系统

化建设课程、资源、赛项，“理实结
合”提升就业竞争力。

在拓展就业渠道上，学校除了常
规的校园春季网络招聘会，还计划举
办江苏省现代农业专场招聘会等两场
大型招聘会。

针对疫情阻隔可能给毕业生带来
的焦虑情绪，学校全面推行毕业生就
业周报摸底调查，稳定毕业生求职心
态、为毕业生提供精准帮扶；并精心
策划“春风送暖‘云’上护航”线上
就业指导系列讲座，全方位、全覆盖
为毕业生提供职业生涯辅导。

凭风借力，一只只羽翼渐丰的
鸟儿从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里振
翅高飞，融入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宏
大征程。

（吴春花 肖 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从“头”做起 服务“三农”

把握职业教育特色
抓牢职后课程思政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隶属国家
电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是一所伴随
电力工业发展应运而生，有着60多年
办学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特色鲜明的
高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是河北省仅

有的一所有着电力行业背景的公办高
职院校，承担着职业教育、职工培训
的双重任务。

近年来，学院在推进课程思政的
过程中，坚持职前职后并重，以职后教
育为突破口，着力解决职业教育中“一
条腿走路”的现象。学院紧紧抓住职后
思政教育的薄弱点，坚持顶层设计、坚
持分类指导、坚持隐性教育，将思想政
治教育融入职工培训的各类课程教
学，实现了职后教育的“红专并进”。

学院突出前瞻性、可行性和协同
性的创新发展，将德育点与职工培训
课程建设、专业建设、项目建设相结
合，使学员在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技
能的过程中，了解我国国有企业的重
大贡献与作用、电力能源行业的发展
历史、本学科本专业技术发展前沿、我

国能源技术发展成就等，在潜移默化中
强化思政教育。

注重显性隐性并重
挖掘优质教育资源

学院持续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引
导教师、培训师自觉将思政教育融入
各类课程教学和项目培训，不断提升
培训师将思政教育融入职工培训的能
力，深度挖掘课程思政的隐性资源。
成立课程思政项目组，建立课程思政
素材库，不断丰富职工培训思政教育
的显性资源。

目前，已建设课程思政短视频资
源256个，编写课程思政教学指导手
册，开发“电学早期发展史”“新中国
电力发展简史”“职场文化与职业规
划”等10余种与专业及后期职业发展

密切相关的“小课程”，让课程思政在
职后教育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线上线下协调联动
打造职后教育新模式

“互联网技术+全媒体技术”，为职
后教育中课堂思政的线上运行提供了
无限可能。学院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培训
资源实现数字化、颗粒化、视频化，
推动课程思政在人才培养与职工培训
中有效落地。

2019年，学院完成职教云平台引
进，建成职业技术基础能力和职业岗
位能力体验中心，课程思政线上运行有
序开展。依托保定电院微信公众号平
台，推送电力营销、无人机巡检等专业
29门精品课程以及技能等级评价规范

等 5 项制度，其内含的思政教育内
容，让职后教育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职前职后融会贯通
课程思政成果显著

把握职教特色，打造电院品牌。
在推进课程思政的系统工程中，保定
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立足贯通职前职
后，坚持服务社会人才培养、服务冀
北电力职工培训。将课程思政融入教
育教学和职工培训，打破了思想政治教
育与专业教育、技能培训相互隔绝的

“孤岛效应”，使立德树人引领职前、贯
穿职后，一个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
前行、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相得益彰的
育人大格局全面形成，学院的创新做法
为同类院校的发展提供了示范……

（贾同振）

立足贯通职前职后 课程思政成效卓著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纪实

高等职业院校如何将课程思政融
入职前贯通职后？如何开展具有职教
特色的新时代思政教育？如何将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转化为成效卓著的育
人成果？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强调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成功经
验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面向学生学员，覆盖教学培
训，贯通职前职后，推进全员、全
程、全方位育人的发展战略，培养又
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电力
行业“蓝领”工匠，走出了一条具有

“电院特色”的课程思政改革发展之
路——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校园文化墙一隅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校园文化墙一隅

职业教育离不开教学实训设备，就像鱼

儿离不开水。

追随《中国制造2025》的指引方向，广

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奔跑在技

能强国的路上；立足于产业报国，广东三向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又一直锁定打造智能

制造强企的既定目标。

SX-TF14智能制造综合教学工厂

SX-815Q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考核设备

21年风雨兼程 21年痴心不改
——记走在技能强国路上的广东三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体化教学工作室

SX-618A人工智能综合应用技术实训考核系统

PLC与触摸屏技能工作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