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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4日，新乡学院在省科技
厅、省科协和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第四
届河南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获得一
等奖四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六项；5月
20日至21日，在河南省第九届“高教杯”
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创新大赛中，获
得团体一等奖，学生周从军获得个人一
等奖，八人获得个人二等奖；5月27日至
28日，在第七届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
大赛中，斩获团体一等奖与二等奖。四
名选手获个人综合一等奖、二等奖，贾宏
燕获得“全国十佳秘书”称号。

5月26日，中国网报道了“新乡学
院在全国高校教育满意度调查中名列
前茅”；5月27日，腾讯大豫网以“新乡
学院在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中名
列河南第一”为题，进行了深度报道。

以上列举的新乡学院在短短的半
个月内获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只是办学
成就的一个缩影。作为一所普通本科
院校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水平的荣
誉？这源于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先
进的办学理念。

深厚的文化底蕴——
68年办学历史，10年本

科教育历程

新乡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
本科院校，坐落在豫北历史名城新乡
市，已有68年文脉赓续的办学历史，10
年本科教育历程，具有优良的办学传

统。2014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历经变迁，几度芳华，新乡
学院人屹潮头，树高德，金柳阳光，勃发
生机。

环境幽雅，木秀花馨，景色宜人，和
美融融。学校占地面积2130亩，建筑
面积近70万平方米。学校现有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总值4.2亿元，图书馆馆藏
纸质图书160万册,电子图书111万余
种，中外文报刊1520余种、各种数据库
47种。学校建有先进完善的计算机网
络服务系统，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实
验楼、图书电教大楼、学生公寓和标准
体育场等，办学条件优越。

厚德载物，励学敦行。学校目前有
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21000余人，成教
生9600余人。现有教职工1322人，专
任教师1033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420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938
人，“双师双能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
达到57%。有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教
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中
青年骨干教师等48人。

2017年计划招生本科专业50个，
其中新增的本科专业有：物业管理、城
乡规划、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和应用统
计学。有23个专科专业，其中新增护
理学和药学。本专科专业涵盖工学、理
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法
学、艺术学、历史学、农学、医学等11个
学科门类，专业设置与地方行业、企业

需求契合度为100%。

一切为了学生素质提高——
以实践教学为抓手，建立

了先进完善的教育教学平台

凤鸟来仪，纳贤聚才。学校高度重
视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积极开展校地
合作、校企合作，走政产学研结合的道
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近年来，学
校现有13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建设有10个省级、校级重点学科，
12个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先后完成各级各类科研项
目1623项，获得地厅级以上科研奖励
478项，被SCI、EI、CSSCI等收录或转
载论文 673篇，获得了国家专利 653
件；研发并推广应用了“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银锌电池智能充放电装置、基于虚
拟样机的起重机械虚拟检测平台、绿色
滑板润滑材料制备工艺等一批优秀成
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能力不断提升。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为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提供了根本保证。
通过实施“教学名师和讲坛新秀工程”

“师资培训工程”“管理队伍建设工程”
“创新引飞导师工程”“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计划”“创新学者队伍建设计划”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计划”“教学
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等“四大工程、
四项计划”人才建设项目，推进学校

“5433人才师资队伍建设计划”，引进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著名文学家刘
震云等国内知名专家等高端专业领军
人才30余人，建立了多个专业发展团
队，师资队伍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

和衷共济，携手前行。学校全面贯
彻落实“789战略行动计划”，以7大改
革工程为引领，积极培育8大专业集
群，加快建设9大协同创新平台，深入
推进转型发展，扎实开展转型专业建设
和专业硕士学位点的培育工作，与240
余家企业组建河南3D打印产业技术联
盟、新乡学院协同育人创新联盟，与企
业行业共同组建电动汽车学院、心连心
学院、电池学院、华兰学院、华迪IT学

院、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建立了
29个专业建设理事会，建成了12个协
同育人创新中心，组建了全国第一个本
科层次的3D打印学院。以联盟为纽
带，开展“双向互进”计划；全力打造工
业4.0人才培养区、文化创意与服务人
才培养区、生物医药人才培养区、创新
创业孵化园、创业一条街，加速构建“3
区 1园 1街”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基
地，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突
出的办学成绩。学校坚持走国际化办
学道路，积极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
作。近年来，坚持派学者、教师赴美国、
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交流或进
修，聘请国外知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
先后与英国东伦敦大学、澳大利亚墨尔
本博士山TAFE学院、加拿大北方应用
理工学院、美国贝佩丝大学、新西兰塔
拉纳基西部理工学院等国外高校签订
合作办学协议，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
贝纳迪诺分校、马来西亚城市理工学院
签订了国际交换生项目协议。联合培
养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

4月27日上午，由河南日报社主办
的“第八届河南高等教育领军高校高峰
论坛”暨“2017年度河南教育豫军总评
榜”会议上，我校荣获“河南省综合实力
20强领军高校”荣誉称号。

2017年5月17日，《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新闻网刊登了由教育部党组
委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实施，全
国31个省份350所高校4.89万名学生
参与正式调查的《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
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乡学院教
育满意度的各项指标得分均高于全国
和全省平均水平，各项指标在全省均名
列第一。

把学生就业放在首位——
毕业生创新创业能力

强，深受社会各界欢迎

砺风磨雨，阔步向前。近年来，学
校秉持“开放、包容、求实、创新”的校
训，树立“以人为本，厚德强能，开放创
新，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弘扬“艰苦

奋斗，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坚持走
“开放办学、合作办学、特色办学、因地
制宜办学”之路，致力于构建“人本化、
开放式、合作型、求错位、接地气”的办
学模式，实施了“质量立校、人才强校、
科技兴校、特色名校、文化厚校、开放活
校”六大战略，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
色的发展道路。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
为中心，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
向，培养“专业知识好、实践能力强、综
合素质高、上手快可持续”的高级应用
型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育
教学改革，构建起“教书育人、实践育
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四育人”体
系，形成了实践育人特色。

实施“创新引飞”全程育人工程，实
行“毕业证+”制度，建立了合格毕业
生、优秀毕业生、卓越毕业生三级激励
机制，增强了学生创新创业和就业能
力，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先后为社
会培养了30余万名优秀人才，《光明日
报》、《中国教育报》、《河南日报》、新华
网、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对学校的实践育
人工作进行了报道。

新乡学院连续五年坚持开展科技
创新竞赛，培育大学生优秀的创新实践
能力，学生所创作的“罗波泰克机器人”

“智能硬币分拣器”等科技作品在全国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大赛、“蓝桥杯”全国软件设计
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大赛中获国家级一等奖52项、二等
奖112项、三等奖97项，省级以上比赛
获得奖项700余项，其中水下机器鱼、
纪录片《盆窑工》均获得国际级大奖，文

学作品《云台游》等在第十一届全国大
学生文学作品大赛中荣获国家级一等
奖，音乐剧《让理想飞翔》在全国第三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荣获表演类国
家级一等奖及优秀创作奖，大学生“黔
西南·影像记录实践团队”荣获全国百
强实践团队，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镜
头中的三下乡”“丝绸新世界，青春中国
梦”“印象长白山，筑梦十三五”暑期专
项活动被团中央评为国家级优秀团
队。毕业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良好的综合素质、优秀的创新实践能
力，深受用人单位好评，毕业生当年就
业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在教育厅
发布的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年度报告中，
新乡学院毕业生所从事工作与职业期
待吻合度、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均位
居全省前列。

铿锵锣鼓激壮志，鲜花万朵伴征
程。纯朴的笑脸映美圣洁的灵魂，热
情的双手托举明天的希望。学校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乘着国家深化教
育综合改革的东风，依托“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三大国家战略规划”、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新乡国家产业集聚集
群创新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国家循环
经济示范城市建设的宏伟蓝图，聚焦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全面深化
改革，加快转型发展和学科提升,为
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而不懈努力。

（侯玉印 陈云飞）

新乡学院微信公众号

学校地址：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东段191号
邮政编码：45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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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网址：http://zs.xxu.edu.cn

新乡学院鸟瞰图

欢迎优秀学子报考新乡学院

安阳工学院坐落于历史文化
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河南省
安阳市。安阳位于晋冀豫交会处，
西依太行、东临沃野、南望河洛、北
联京畿，交通便利，京广铁路、京广
高铁、京港澳高速公路贯穿南北，
长兖铁路、南长高速公路横跨东
西。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周易》
发祥地、岳飞故里，是曹操高陵、人
工天河红旗渠和中国文字博物馆
所在地，文化底蕴深厚。

安阳工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
制普通本科高校，是全国第9所、
河南省第一所培养飞行员的高
校。学校占地面积1400余亩，建
筑面积64.3万㎡，运动场馆总面
积约7.9万㎡；现有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价值3.7亿元；馆藏纸质图书
170万册、电子图书46万种、中外
文纸质期刊 730 种、电子期刊
10000余种。现有全日制普通本
专科在校生21003人，设置有18
个教学院部，开设52个本科专业
（工科专业28个），涵盖工学、理
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艺
术学、农学等8个学科门类。现有
教职员工1015人，具有正高职称
的教师96人，具有副高职称的教
师262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
教师800余人，教师队伍中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管专
家、省教学名师、省科技创新人才、
省高校创新人才、省级学术技术带
头人、省青年骨干教师等各类优秀
人才50余人。外聘院士、知名专

家50余人。近年来，学校先后荣
获省级文明单位、“河南高等教育
就业质量最佳示范院校”、“河南高
等教育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典范高
校”、“河南省十大创新创业典范高
校”、“河南省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先
进单位”和“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成果优秀奖”等荣誉称号。

学校着力打造航空、先进装
备制造、土木建筑、化学化工、电子
电气与信息技术、生物食品及农产
品专业等六大应用型专业集群，建
有省级特色专业6个、省级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7个，省级工程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2个、省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省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3个、省级教学团队1
个。拥有省级重点学科3个，创新
开展科学研究，建有“河南省动物
疫病防控与营养免疫院士工作
站”、“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安阳工学院基地”、“河南省再生能
源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
省高精密主轴工程实验室”、“河南
省高校机床测试与仿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市级重点实验室10
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个；
与台湾昆山科技大学共建“微精密
制造研发中心”和“环境工程技术
研发中心”等应用技术研究平台
25个。近年来获批国家级科研项
目20多项，其中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及重大研发项目子课题5项。

学校着力提升创新创业能
力，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建有各类

校内综合实验实训室58个，建有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安阳
钢铁集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安
阳恒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九
天国际飞行学院、美国塞拉航校等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163个，建有创
业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设有创业扶持基金，
学生双创能力不断增强。

学校着力深化对外交流与合
作，先后与英国提赛德大学、德国
安哈尔特应用科技大学、美国欧
道明大学、韩国东国大学等31所
大学，与台湾昆山科技大学、台湾
静宜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中
华科技大学、台湾南华大学等7
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与
英国提赛德大学联合主办“土木
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本科专业。

学校秉承“明德修身，立风养
性，博学致知，笃行建业”校训，坚
持“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
展，办学条件根本改善，校园面貌
日新月异，办学规模成倍扩大，教
育质量稳步提高，科研水平显著提
升，对外交流繁荣发展，顶层设计
和科学管理日臻完善，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党的建设不
断加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巨
大成就。当前，全校师生员工正在
校党委的领导下，大力实施“三大
发展战略”，聚力重干，创新发展，
为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应
用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招生计划：按教育部和河南省教育厅批
准的2017年各专业分省招生计划执行。学
校为了调节各省（市、区）生源的不平衡，解
决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后出现的生源超过计
划数的问题，以及满足生源质量高，人数充
足的省（市、区）的需要，在教育部及河南省
相关规定的比例范围内预留招生计划，坚持
集体议事、集体决策、公开透明的原则使用。

体检要求：按照教育部等部门联合下发
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和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录取规则：招生工作按照教育部及各省
（市、区）关于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执行。考
生志愿为平行志愿时，各志愿同等对待；考生
志愿为非平行志愿时，按照考生志愿顺序录
取，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
依次录取后续志愿的考生。对同一院校志愿
进档的考生，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依据专业
志愿依次进行录取，不设专业级差。总分相
同时（含政策照顾分），按照语文、数学、外语
和文综/理综的顺序进行比对，择优录取。考
生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专业
调剂，参照专业相关科目或主要科目，身体条
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安排专业。对无法满足专
业志愿、又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则做退档
处理。英语本科专业在总分相同的情况下，
参考英语听力分数，择优录取。美术专业录
取规则：文化分数过线，专业分数占60%，文
化分数占40%，按折合分从高到低录取（折
合公式：总分=文化分×40%+专业分×
60%）。编导类专业录取原则：文化分数过
线，专业分数占50%，文化分数占50%，按折
合分从高到低录取（折合公式：总分=文化
分×50%+专业分×50%）。播音主持类专
业录取原则：文化分数过线，专业分数占
60%，文化分数占40% ，按折合分从高到低
录取（折合公式：总分=文化分×40%+专业
分×60%）。当艺术类录取出现折合分相同
时，先参考专业成绩，再参考文化成绩（按照
语文、数学、外语和文综/理综的顺序）。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报考条件及流
程：一、报考条件：1.凡能够参加2017年全
国普通高校统一考试（秋季）的男生均可报
考（不招女生）。2.年龄建议在1997年至
2000年之间出生的考生。因部分航空用人

企业对员工年龄有要求,不在上述范围内考
生请慎重报考。3.身高：174cm～185cm。
4.视力：单眼裸视力C字视力表0.7（含）以
上：接受屈光性角膜手术后3个月，如其远视
力满足标准，视力和屈光度已保持稳定、无明
显的手术并发症或后遗症可评定为合格。眼
球大小适中，对称，目光有神，无色盲、色弱。
5.五官端正，肤色好，无明显疤痕、斑点等；牙
齿排列整齐，无明显异色；无文身，无狐臭。6.
面部表情自然，微笑甜美；善于表达，富有朝
气；口齿清楚，中英文发音基本准确，无口吃、
舌短现象；听力正常；性格开朗、大方、心理素
质好；富有合作精神。7.形体匀称，步态自如，
动作协调，无“X”形腿、“O”形腿。8.无精神
病史，肝功能正常，无各类慢性疾病。9.符合
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CCAR67FS中规定
的体格检查标准。10.外语语种为英语。二、
报考流程：1.预报名及信息采集：请考生于
2017年6月15日-6月28日，与学校联系进
行报名。2.现场参加专业测试：2017年6月
30日，考生根据报名时学校安排的时间进行
专业测试。3.参加专业体检：凡专业测试合
格考生，可参加专业体检。专业体检由我校
委托专业体检结构或授权医疗机构按照中国
民用航空局颁布的CCAR67FS中规定的体
格检查标准进行专业体检。体检费用考生自
理。4.取得专业报名资格：专业测试和专业
体检匀合格的考生取得专业报名资格，方可
填报我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志愿。

商务英语（航空乘务英语方向）报考条
件及流程：一、报考条件：1.凡能够参加2017
年全国普通高校统一考试（秋季）的应届考
生（1997 年 9月 1日以后出生的）均可报
考。2.身高：男生 173cm～185cm，女生
164cm～173cm(以专业体检测量净身高为
准，请考生依自身情况报考)。3.视力：单眼
裸视力C字视力表0.7（含）以上：接受屈光
性角膜手术后3个月，如其远视力满足标
准，视力和屈光度已保持稳定、无明显的手
术并发症或后遗症可评定为合格。眼球大
小适中，对称，目光有神，无色盲、色弱。4.
五官端正，肤色好，无明显疤痕、斑点等；牙
齿排列整齐，无明显异色；无文身，无狐臭。
5.面部表情自然，微笑甜美；善于表达，富有
朝气；口齿清楚，中英文发音基本准确，无口

吃、舌短现象；听力正常；性格开朗、大方、心
理素质好；富有合作精神。6.形体匀称，步
态自如，动作协调，无“X”形腿、“O”形腿。
7.无精神病史，肝功能正常，无各类慢性疾
病 。 8. 符 合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颁 布 的
CCAR67FS中规定的体格检查标准。9.高
考英语单科成绩达到及格以上。二、报考流
程：1.预报名及信息采集：请考生于2017年
6月 15日-6月 28日，与学校联系进行报
名。2.现场参加专业测试：2017年6月30
日，考生根据报名时学校安排的时间进行专
业测试。3.参加专业体检：凡专业测试合格
考生，可参加专业体检。专业体检由我校委
托专业体检结构或授权医疗机构按照中国
民用航空局颁布的CCAR67FS中规定的体
格检查标准进行专业体检。体检费用考生
自理。4.取得专业报名资格：专业测试和专
业体检匀合格的考生取得专业报名资格，方
可填报我校商务英语（航空乘务英语方向）
专业志愿。

录取结果公布渠道：
1.学校直接给考生发送录取通知书并

在我校招生平台上公布。
2.各省（市、自治区）招办通过电视、报

纸、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公布。
咨询、联系方式：
1.学校地址：河南省安阳市黄河大道
2.上网查询：安阳工学院网址：http://

www.ayit.edu.cn/
安阳工学院招生平台：http://ayitzs.

university-hr.com/
电子信箱：aygxyzb＠163.com
3.咨询、联系电话：
0372-2909038 2909040

2909046 2909048
传真：0372-2909887

安阳工学院2017年招生章程

学校微信 招生就业微信

安 阳 工 学 院

年轮向北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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