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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袁婷婷 通讯员 徐春浩 文图

核心提示┃满怀“在新常态下奋力推动学校发展再上新台阶”“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铸就世纪学府新辉煌”的豪情，踏上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
建设高校、河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安监总局共建高校征程的百年名校——河南理工大学，在106年浩瀚壮丽的辉煌画卷里，谱写了一曲恢弘激越的绚丽华章。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河南理工大学开启新希望、点亮新梦想，奏响创新驱动发展时代强音，为让中原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出彩汇聚起强大正能量。作为我国第一所矿业高
等学府和河南省建立最早的高等学校，新世纪以来，河南理工大学相继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高层次突破。学校
博士授权一级学科在国家学科评估中居全国前十位，具有硕士推免权和本硕、硕博连读及外国留学生招生资格，近5年来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5年6月，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微信，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教育网、新浪网、搜狐网等权威媒体报道“中国31个省市区实力前五的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名列“河南实力前五”。

作为一所理、工、管、文、法、经、教、艺、医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特色鲜明高水平大学，河南理工大学2015年面向全国30个省市区计划招生8920人，其中在河南
省计划招生6418人，含本科5248人，专升本390人，专科780人。为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该校还出台了《优秀新生奖励办法》，对参加普通高招第一志愿报考河南理
工大学，被该校录取且按时入学报到注册的优秀新生，按照不同等级给予学费奖励（从奖励2000元到奖励4学年学费不等）。

雄厚实力标注
科学发展新高度

近年来，河南理工大学
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
提升内涵，加快学校发展”
战略思想的指引下，紧紧抓
住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重要
历史机遇，坚持以科学发展
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
主线，以内涵建设为基础，
以提高质量为根本，以特色
发展为路径，以结构优化为
手段，实现了办学规模、学
科结构和办学层次的历史
性跨越，办学条件、水平、实
力和知名度、影响力显著提
升，被《中国大学评价》评为

“中国发展最快大学”之一。
目前，学校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总值4.78亿元，建有
42个实验中心（室），1座地
球科学馆。图书馆藏书283
万册，另有电子图书资料
300多万种，各类中外文献
数据库60余种，全面实行自
动化管理。校园网覆盖全
校各个区域，曾获教育部

“高等教育信息化先进单
位”、河南省“数字化校园示
范单位”。学生公寓和食堂
分别被评为河南省高校“示
范性学生公寓”和“示范性
学生食堂”。拥有3座标准
田径运动场、1座体育馆、各
种球类运动场和大学生活
动中心等完善的文体设施，
为有志青年健康成长成才
搭建起理想舞台。

学校率先引进全省第
一位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
学者。之后，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铁岗、傅恒志、王家耀、
刘先林、周丰峻、郭东明，中
国科学院院士郭柏灵，美国
工程科学院院士彭赐灯加
盟学校。如今，学校名师荟
萃，鸿儒云集，有专任教师
2310名，教授、副教授等高
级职称者1020人，院士10
人（含双聘），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人选、长江学者、省
特聘教授等20人，国家级教
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优秀教师、省管优秀专
家、省教学名师、省部级学
术带头人和省骨干教师等
200余人，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的专家31人，还外聘300
余名国际国内著名学者、专
家、院士担任兼职教授，雄
厚的师资队伍标注了学校
科学发展的新高度，为高水
平人才培养夯实了牢固的
根基。

教学实绩点亮成才梦想新希望

学校坚持“一切为了学生成
长成才”和“重基础、重实践、重
创新、重品德”的教育教学思想，
积极实施“质量立校”“人才强
校”战略，在不断强化本科教学
中心地位的同时，着力推进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改革，构建特色鲜
明的教学工作新体系，培育了大
批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

学校建有5个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5个国家级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中心）、1个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4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0个国家级
特色专业、6个教育部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3个
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等54
个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拥
有8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8
个省级教学团队、16个省级特色
专业、24门省级精品课程等96个
省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一系列
高端平台的精心打造，为学子更
出彩奠定坚实基础。

学校拥有5个一级学科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4个一级学科博
士点、21个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
科，32个二级学科（方向）博士
点、18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19个
二级学科（方向）硕士点，并在17
个工程领域招收工程硕士，享有
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
（MPA）硕士及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招生权；建有省级研究生创新
基地；设有75个本科专业，为大
学生放飞梦想筑起希望“高地”。

为培养新世纪创新型人才，
学校构建起以一个意见、五个办
法和九大工程为主要内容的教
学工作体系，扎实推进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获得“河南高等教育
质量社会满意院校”“河南考生
心目中最理想的高校”等殊荣，
涌现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庞恩翠、徐定方、张晓岩、刘宁，
国际志愿者、南非世界杯“非常
天使”选拔赛全国总冠军和大批
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等学生楷模。

科研成就锻造服务社会新辉煌

长期以来，河南理工大学
以服务社会和地方经济发展为
宗旨，坚持“科研与教学并重”
的办学指导思想，按照“增大总
量要规模，提高水平上层次；支
持纵向，鼓励横向”的科研工作
思路，把加大科研力度、推进科
技创新作为重点，逐步构建起
与学校目标定位相适应的科研
管理机制，做到“论文写在产品
上、研究做在工程中、成果转化
在企业里、价值体现在效益
上”，在科技强国战略中书写出
新的辉煌。

学校首创煤矿瓦斯地质理
论；瓦斯抽采成套技术代表了我
国在该领域的技术水平和发展
方向；首创陆相痕迹相模式，奠
定我国该领域在国际上的学术
地位；攻克煤矿10千伏直接下
井供电技术难题，填补了我国煤
矿井下万伏级高压供电空白；创
立分段式永磁直线同步电机设

计理论和方法，研制首台无绳提
升试验系统；与中国测绘科学研
究院联合研制的具有完全知识
产权的航空数字摄影测量仪，改
写了中国数字航空测量仪被国
外垄断的历史。此外，学校还研
制成功国内第一台超声高速加
工中心并投入生产使用；合成出
目前国内重量和尺寸最大的人
造金刚石单晶。

近年来，学校先后建成国家
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国土资
源部等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工程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
心、人文社科基地等43个，拥有
省（部）级科技创新团队24个，
年度获973或重大攻关及国家
自然、社科基金项目105项，科
研总经费突破2.7亿元。学校还
积极推进安全培训、成果转化和
校企合作, 为地方工业企业技
术进步和国家能源工业持续健
康发展作出巨大努力。

就业金桥引领成功梦想新抵达
为让每个毕业生都能顺利

实现自己的“青春梦”“人生
梦”，河南理工大学努力打造

“就业金桥”，让毕业和就业“无
缝对接”。建立起“以学院为
主，专业学科为支撑，广大教职
工全员参与”的就业工作模式；
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
合的方式，加强与用人单位联
系，建立长期、稳定的就业基
地；实施“校友信使”工程，充分
利用校友资源开发、拓展毕业
生就业市场，为学校人才培养
和毕业生实现个人梦想提供坚
强后盾。此外，学校还与所在
地焦作人才市场联系，设立校
内分市场，使毕业生“足不出
户”就可使就业梦实现。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年居
全省高校前列,绝大部分毕业
生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并涌
现出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
院士以及省、市和大型企业的
领导，多次被评为“河南高等教
育就业质量最佳示范院校”“河
南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

“河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工作先进集体”等，成为中原

高等教育的一朵璀璨的奇葩。
此外，河南理工大学积极

实施“开放发展”战略，努力拓
展国际交流合作，是全省较早
实行开放办学的高校之一。学
校秉承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
开放办学理念，与美国、英国、
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爱尔兰、日本、韩国等30多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60余
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中外合作的良好机
制，为大学生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深造托举起成功的希望。

在新常态发展道路上，河
南理工大学正以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导，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全面
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
创新能力，努力创造经得起实
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
力让河南理工大学在实现“中
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更出彩，在
服务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
强省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热忱欢迎广大考生第一志愿报考河南理工大学
地址：河南省焦作高新区世纪路2001号
邮编：454000
网址：www.hpu.edu.cn
招生咨询电话：0391-3986111
3986000 3987226 3987225
电子邮箱：zhaosb@h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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