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AⅠ· 11
2018年6月25日 广告热线 0371-65796171 67425030 66369622 65833911 65970450

●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河南省属重点高校
●我国著名矿业高等学府和河南省历史悠久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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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建高校

●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学校概况

河南理工大学始建于
1909年，历经焦作路矿学堂、福
中矿务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
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焦作工学
院、焦作矿业学院和焦作工学院
等重要历史时期，2004年更名
河南理工大学,是我国著名矿业
高等学府和河南省历史悠久的
高等学校。在学校办学历史上，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地质学家翁
文灏、工矿泰斗孙越崎和张仲
鲁、张清涟、丁观海、张伯声、邓
曰谟、李钟美等众多留美学者先
后出任学校领导职务或教授，引
领学校承载起培养工矿高级技
术人才的历史责任，为民族工业
振兴、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
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学校面
向全国招生，具有招收外国留学
生资格。现有普通全日制在校
生40000余人。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
战略，名师荟萃，鸿儒云集，拥有
专任教师2388人，教授、副教授
等高级职称者1307人，两院院
士12人（含双聘），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入选专家3人、国家“千
人计划”入选专家5人，国内一流
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
秀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省特聘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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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31人；还
外聘400余名国际国内著名学
者、专家、院士担任兼职教授。

学校设有5个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1
个二级学科（方向）博士点；20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133个二级学
科（方向）硕士点；拥有工程硕
士、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
管理硕士（MPA）、会计硕士
（MPAcc）、金融硕士（MF）、汉
语国际教育硕士（MTCSOL）、
体育硕士、教育硕士8个专业学
位类别，在16个工程领域开展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学校拥有5个国内一流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5个国内一流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国
内一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4个国内一流教学团队、10个国
内一流特色专业、6个教育部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
业、6个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3门国内一流双语教学示范课
程、6门国内一流精品课程等57
个国内一流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0个省一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0个省一流教学团队、16个省
一流特色专业、24门省一流精品
课程等126个省一流本科教学
工程项目。

学校建有国家科技部、教育
部、发改委、安监总局、国土资源
部、测绘地理信息局、体育总局
等国内一流、省一流重点实验
室、工程中心等科研平台67个，
有国内一流、省一流教学科研团
队53个，近五年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4项、省部级以上科
技奖励211项，年度科研总经费

突破2.7亿元。
学校秉承兼容并蓄、博采众

长的开放办学理念，先后与美
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爱尔兰、日本、韩国等
30多个国家地区的70余所大学
和科研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
系，中外合作项目在校生达
1800余人。

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位居河
南省高校前列，荣获“全国高校
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河南
高等教育就业质量示范院校”

“河南考生心目中理想高校”“河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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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建设

一级学科博士点（6个）
矿业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

程(为全省普通高校唯一A类学
科) 测绘科学与技术 地质资
源与地质工程 机械工程 材
料科学与工程

二级学科(方向)博士点(41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20个）
二级学科（方向）硕士点

（133个）
拥有工程硕士、工商管理硕

士（MBA）、公 共 管 理 硕 士
（MPA）、会计硕士（MPAcc）、金
融硕士（MF）、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MTCSOL）、体育硕士、教育
硕士8个专业学位类别，在16个
工程领域开展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

工程学学科进入ESI世界
排名前1%

本科专业75个

2018年招生提示

1.大类招生：为增加学生理
智选择专业的机会，提高学生对
社会需求的适应性，2018年我校
34 个专业继续按学科大类招
生。自动化类包括自动化、轨道
交通信号与控制等2个专业，电
子信息类包括通信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微
电子科学与工程等4个专业，机
械类包括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车辆工程等2个专业，土木类
包括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等3
个专业，地质类包括地质工程、资
源勘查工程等2个专业，测绘类
包括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
等2个专业，材料类包括材料科
学与工程、材料化学、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等3个专业，数学类包括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等2个专业，化工与制药类包
括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
程等2个专业，计算机类包括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
网工程等3个专业，建筑类包括
建筑学、城乡规划等2个专业，工
商管理类包括工商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等3个专业，外
国语言文学类包括英语、日语等2
个专业，设计学类包括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等2个专业。

考生填报专业志愿时只选
择学科大类招生名称，入校后经
过1-4个学期的大类基础学习，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成绩、兴
趣爱好和市场需求申请选择相
应专业进入专业课程学习。

2.本科一批招生：我校今年
75个专业在河南省全部列入本
科一批招生，部分专业在河北、
安徽、江西、海南、甘肃、四川、福
建等省列入本科一批招生。

3.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我
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采矿工
程、矿物加工工程、安全工程、测
绘工程、地质工程、自动化6个本
科专业入选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其中地质工程、自动化专业
为入校后进行选拔，其他4个专
业为单列部分招生计划按卓越计
划班招生，在河南省计划招生
137人。学校制定了入选专业试
点班的培养方案，并积极探索校
企联合培养合作机制，与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等多家大型企业签订
了联合培养协议，为我校实践基
地建设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的开展提供了良好平台。

4.国家专项及地方专项本
科招生：我校继续面向河南，在
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计划招生
100人，录取批次安排在本科提
前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始之
前，执行本科一批分数线；在地
方专项计划本科批，计划招生70
人，录取批次安排在本科一批结
束后、本科二批开始之前，执行
本科一批分数线。

5.中外合作办学招生：经教
育部批准，我校与美国北卡罗来
纳农工州立大学合办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与爱尔兰利莫瑞克
大学合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
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本科专业，
每个专业在河南省计划招收83
人，合计招收249人。（国际教育
学院咨询电话：0391-3986056）

6.优秀新生奖励政策：为鼓
励学生勤奋学习，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根据我校出
台的《河南理工大学优秀新生奖
励办法》（校招就〔2017〕6号），
对参加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
招生考试第一志愿（平行一志愿
认定为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国
标代码：10460），被我校录取且
按时入学报到注册的优秀新生，
以奖励学费等形式给予奖励（从
奖励1学年学费到奖励4学年学
费不等）。

2018年在河南省招生计划

2018 年，河南理工大学在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招
生10700人，其中在河南省招收
本科6926人，专升本600人，专
科800人。在河南省招生批次
包括提前批（美术A段、音乐A
段、舞蹈A段、体育类）、专升本、
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一
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
二批、本科二批（中外合作办
学）、专科批。（详见河南省招生
办《招生考试之友》专业目录）

河南理工大学2018年在河南省招生计划表

河南理工大学招生信息网河南理工大学招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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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6000 3986111 3987225 3987226
电子邮箱：zsjy@hpu.edu.cn

4 艺术文理 49 音乐表演 4 艺术文理 26

4 体育文理 42 舞蹈编导 4 艺术文理 8

2 工学 90 工商管理 2 管理学 90

2 法学 60 人力资源管理 2 管理学 60

2 医学 60 旅游管理 2 管理学 20

2 医学 60 市场营销 2 管理学 40

2 经济学 60 会计学 2 管理学 60

4 理工 8 计算机类 4 理工 8

4 理工 8 工商管理类 4 理工 8

4 理工 8 采矿工程 4 理工 4

4 理工 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 理工 4

4 理工 8 安全工程 4 理工 4

4 理工 8
采矿工程

(煤与煤层气方向)
4 理工 4

4 理工 8
矿物加工工程
(卓越计划班)

4 理工 4

4 理工 8

提前批
(艺术体育)

学制
(年)

国家专项
计划本科

电子信息类

机械类

土木类

地质类

材料类

测绘类

自动化类

化工与制药类

计划
人数

设计学类(含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2个专业)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提前批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法学

护理学

药学

金融学

学制
(年)

批次 专业（类）名称 科类
计划
人数

专业（类）名称 科类

4 理工 211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等4个专业)

4 理工 386

4 理工 446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

工程等3个专业)

4 理工 239

4 理工 103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遥感科学
与技术等2个专业)

4 理工 245

4 理工 367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
能源化学工程等2个专业)

4 理工 129

4 理工 326
建筑类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等2个专业)

5 理工 108

4 理工 158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市场营销等3个专业)

4 文理 216

4 文理 118 应用物理学 4 理工 52

4 理工 181 能源与动力工程 4 理工 91

4 理工 65 测控技术与仪器 4 理工 65

4 理工 45 工程力学 4 理工 51

4 理工 69 环境工程 4 理工 88

4 理工 84 生物技术 4 理工 66

4 理工 50 土地资源管理 4 理工 49

4 理工 35 地理信息科学 4 理工 44

4 理工 37 采矿工程 4 理工 72

4 理工 51
采矿工程

(煤与煤层气方向)
4 理工 18

4 理工 94 交通工程 4 理工 100

4 理工 152 消防工程 4 理工 62

4 理工 16 矿物加工工程 4 理工 34

4 理工 66
矿物加工工程
(卓越计划班)

4 理工 16

4 理工 71 应用化学 4 理工 109

4 文理 71 工业设计 4 理工 40

4 文理 98 会计学 4 文理 124

4 文理 83 金融学 4 文理 92

4 文史 83 法学 4 文理 66

4 文理 27 广告学 4 文史 37

4 理工 40 管理科学 4 理工 48

4 理工 72 护理学 4 文理 56

汉语言文学

公共事业管理(应急方向)

公共事业管理

采矿工程(卓越计划班)

工业工程

安全工程

安全工程(卓越计划班)

财务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药学

旅游管理

本科一批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与

控制等2个专业)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车辆工程等2个专业)

地质类
(含地质工程、资源勘查

工程等2个专业）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3个专业)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物联网工程等3个专业)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
与计算科学等2个专业)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日语2个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自控方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测绘工程(卓越计划班)

4 理工 7 化工与制药类 4 理工 5

4 理工 7 工商管理类 4 理工 7

4 理工 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 理工 5

4 理工 5 安全工程 4 理工 5

4 理工 6 会计学 4 理工 5

4 理工 6 金融学 4 理工 5

本科二批 4 理工 120

4 理工 83
土木工程(与爱尔兰

利莫瑞克大学合作办学)
4 理工 83

4 理工 83

4 理工 70 电子信息工程 4 理工 30

4 理工 70 护理学 4 理工 30

4 理工 40

本科二批
(平煤工程
技术学院)

4 理工 50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4 理工 50

计算机
应用技术

2 理工 1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2 理工 100

软件技术 2 理工 100

护理 3 文理 150 助产 3 文理 60

医学检验技术 3 理工 90 针灸推拿 3 文理 90

药学 3 理工 110

本科二批
(鹤壁工程
技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科批

软件职业学
院

医学院

网络工程

本科二批
(中外合
作办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与美国北
卡罗来纳农工州立大学合作办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与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合作办学)

地方专项
计划本科

电子信息类

机械类

土木类

地质类

材料类

测绘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