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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科技学院

六举措为学生搭建快速成才“彩虹桥”
核心提示┃又是一年毕业季，走出校门的高校学子再次掀起夏季高校毕业生求职高潮。然而，有这么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应

用型高校，从研究市场需求入手，科学谋划专业设置，优化培养模式，扎实推进“双创”教育，积极搭建就业平台，连续三年就业率
达96%以上，毕业生薪资水平逐年攀升，一大批学生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为学生架起了快速成才的“彩虹桥”，这所学校就是
郑州科技学院，一所朝气蓬勃的地方本科高校。

科学的专业布局是保障
就业的基础。众所周知，办工
科院校投入巨大。郑州科技
学院办学伊始就确立了建设
以工科为主的应用型高校的
办学定位，建校三十年来，不
断加大投入，持之以恒地走以
工科为主的办学之路。另外，
学校瞄准区域经济发展和市
场需求，持续优化专业结构。

董事长刘文魁介绍说：
“为了使专业布局更加契合
人才培养需求，学校围绕中
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区、河
南自贸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成立了由政府、高校、企业和
行业专家组成的学科与专业
建设指导委员会，全面征集
经济社会发展的用人需求，
打造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
专业布局。”

优化培养模式
打造四方格局

该校大力优化“工学结
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
式，积极搭建实践平台，着力
打造“政、校、企、行”四方协
同育人新格局，“走出去”的
同时“引进来”，形成了以学
校为主、社会参与、充满活
力、充分开放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体系。

多年来，该校不断加大
实践平台建设的投入力度，
逐步搭建了由“实验中心、工
程训练中心、科教中心、众创
中心”组成的四大实践教育
平台。同时，优化整合学校
实验资源，针对不同的专业，
建设各具特色的开放型实验
室156个，实习实训车间12
个，以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
训需求。此外，该校还以培
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职
业素养”为抓手，广泛开展

“政、校、企、行”合作，共建校
外实习实训基地。

目前，该校已与宇通客
车、海尔集团、中联重科等
140多个省内外知名企业建
立合作关系，累计开设了57
个企业订单班，定向培养学
生2430人次，助推毕业生精
准实习和品牌就业，每年有
近1/3的学生还未毕业就已
找到“东家”。

推动创新创业实践是该
校解决就业问题的又一大举
措。为此，该校在开设就业
指导课，举办创新创业专题
讲座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学
生创业实践。同时，不断进
行教育教学改革，通过项目
驱动、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
业平台搭建，加大科技成果
孵化和转化力度，让创新教
育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目
前，学校的实践平台也已初
具规模和成效。2014年，学
校投资7000万元，建成了创
新创业综合体，使学生能够
在创业过程中提高专业实践
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依托学校的创新实践平
台，学生自主研发出了“桌面
彩色3D打印机”“智能家居
机器人”“工程越野机器人”
等，获得国际、国家、省级以
上奖励700余项，国家授权专
利200余项，还创立了各类实
体公司，不仅圆了自己的创
业梦，也带动了身边同学就
业。

强化就业教育
完善就业服务

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是
该校人才培养的关键一环。
该校除了在新生入学教育、
毕业教育上举办就业创业专
题讲座，每学期还定期开展
专题培训，举办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大赛、创新创业大
赛等活动，将就业创业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始终。

学校董事会、党政领导
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工作，落实

“一把手”工程，督促、指导各
分院的就业工作。每年的毕
业生回访是该校就业服务的
一项重要抓手，分院领导带队
深入企业调研，掌握企业人才
需求动向和毕业生就业实情，
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形成
了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为了让毕业生实现精准
化就业，该校积极探索“互联
网+就业服务”体系，通过建
立“郑州科技学院就业信息
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通

“就业创业”专栏，推行“校-
院-班”三级就业信息员制
度，畅通就业信息渠道。

2010年，河南省毕业生
就业市场民办类分市场在该
校挂牌成立，作为全国首个
以民办教育归类的就业市
场，“双向招聘会”已成为该
校解决就业问题的品牌。

近年来，学校还积极与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管委会合作，每年承办“郑州
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双选会”，
吸引了海尔集团、格力电器
郑州分公司、云和数据有限
公司等来自全国的700多家
企业参加，提供岗位 15000
个左右。近三年来，学校的
年 终 就 业 率 分 别 达 到
96.09%、96.08%和98.55%。

“我们学校的宗旨是不
但要让学生好就业，还要就
好业”，该校常务副校长刘赛
赛说。郑州科技学院注重提
升就业率的同时，也关注毕
业生的就业质量。据统计，
在该校学生就业的企业中，
私营企业占比56%左右，合
资企业占比10%左右，外资
企业占比5%左右。从薪资
水平来看，岗位薪资在3000～
5000 元 的 占 40% 左 右 ，
5000～7000 元的占 35%左
右，7000元以上占20%左右。

助力考研学子
实现深造梦想

该校每年参加研究生考
试的应届毕业生中有90%以
上达到国家线，有80%以上
的学生被正式录取。

“学校有专门的考研自
修室，允许我们暑期留校学
习，并开设考研辅导班。”该
校机械工程学院考上研究生
的学生祝丹丽说。

考研是学生提升学历层
次的重要方式。近年来，该
校领导十分重视考研工作，
通过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风
学风建设、组建考研帮扶团
队、强化考研学习指导、宣传
优秀学生先进事迹等措施，
鼓励和引导学生学习深造。

为帮更多学生实现考研
梦，该校各学院每年都要举行
考研动员会、宣讲会、座谈会
等，让学生了解考研相关流程，
及早掌握相关课程学习方法。

学院

机械工程
学院

电气工程
学院

信息工程
学院

土木建筑
工程学院

车辆与交通
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
学院

财经学院

外国语学院

艺术学院

音乐舞蹈
学院

体育学院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电子科学技术、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嵌入
式软件方向）、通信工程、
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工程造价

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汽车
后市场方向）、交通运输（城
市轨道交通方向）、交通工
程、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
方向）、车辆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旅游管理、
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财务管理、经济学、
电子商务、投资学

英语、翻译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动画

音乐学、学前教育、舞蹈编
导、播音与主持艺术

体育教育

专科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
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
术（数控故障诊断与维
修方向）、数控技术（数
控加工高级编程方向）

应用电子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通信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工
艺与设备方向）、食品加
工技术（西点与饮品方
向）、食品营养与检测

旅游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空中乘务

会计、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跨境电商方
向）、电子商务

商务英语

艺术设计、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表演艺术、
学前教育

社会体育

◆郑州科技学院专业一览表◆

●郑州市火车站向北解放路公交站乘坐
302路公交车至终点站即到
●郑州市火车站乘坐地铁1号线至秦岭路
下车转302路公交车至终点站即到
●乘112路公交车至马寨（转观光车）即到
●郑州市客运南站乘113路公交车至马寨
（转观光车）即到

科学谋划专业
筑牢就业之基

厚植双创沃土
以创业促就业

联姻就业市场
拓展就业渠道

学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马寨工业园区学院路1号
招生电话：0371-56150666 56150999 56150888
学校网址：www.zit.edu.cn 邮政编码：45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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