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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学人人皆学 时时能学时时能学 处处可学处处可学

1978 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
瞩 ，亲 自 批 准 创 办 广 播 电 视 大
学。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是 1979
年由河南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属
高等学校，形成了以省电大为中
心，22所市级电大为主干，100 多
所县级电大及教学点组成的覆盖
城乡的远程教育办学系统。迄今
已为我省培养本专科毕业生 72
万余人，中专毕业生 10 万余人，
非 学 历 教 育 培 训 结 业 360 余 万
人，目前开放教育本专科在校生
13 万余人。在推进我省高等教
育大众化、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充分利用
覆盖全省城乡的办学网络，与政府
有关部门、行业、企业、社区等合
作，利用卫星、电视、互联网和移动
终端等主要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

学历和非学历继续教育，不断满足
广大社会成员的学习需求，努力实
现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
的目标，为构建的学习型社会提供
有力支撑。

创造“人人皆学”的学习环境

“电大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

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的性格，改
变了我的一切，可以说是给我再
塑生命的地方。”2011 年度“感动
舞钢”电视人物、河南电大“优秀
学子”马文珺如是说。此外，河南
电大还走出了全国劳模丁峰、全
国人大代表李连成，“河南最美村
官”“最美信阳人”和“最美村干
部”的村党支部书记江世学，七十
八岁上大学的乔明才等优秀学
员，他们在这里提升了自我，实现
了人生梦想。

学校开设有本科专业 19 个，
专科专业 38个，涵盖了经济学、法
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
学、医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

学校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非学历继续教育。举办特殊教
育，为残疾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开展老年远程教育，满
足老年群体的学习需求。开展社
区教育，面向全社会提供终身学
习服务。学校是河南省“中西部
农村骨干教师培训计划”远程项

目落户高校；河南省教育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项目落户高校。

学校通过“学分银行”建设，
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
度，为广大学习者的学习成果认
定和学分积累、转换提供服务。
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
的沟通和衔接，搭建终身学习“立
交桥”。

应用“时时能学”的学习平台

学习者主要利用文字教材、录
音、录像教材等多媒体教材和由计
算机网络、卫星电视网络、电信网络
有机结合的数字化、多媒体、交互式
远程教学平台自主学习。学生可以
通过登录平台随时点播和下载网上
教学资源，利用网上直播、双向视频
系统等网络交互手段，与同学、教师
进行学习交流，也可以到教学点参

加集中面授学习或参加小组学习。
教学考一体化平台将听课学

习、作业、提问、考试、评价等整个学
习过程整合在一个界面上，为学生
提供了便捷、灵活、开放的学习方
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行
安排学习进度。

实现“处处可学”的服务理念

河南电大坚持面向社区、面向
行业、面向边远地区和面向特殊群
体的办学理念，大力加强办学体系
建设和服务终端建设。

全省各地的学生，可以选择电
大系统内任何一所教学点就近入
学，实现“在家门口上大学”的愿望。

学校利用办学体系和信息化手
段，构建网络化、互动性的服务体
系。通过基于网络的“远程接待中
心”“学生事务平台”等服务模式，为
学生提供体贴入微的个性化学习支
持服务。河南电大以其开放的办学
理念和细致周到的支持服务，突破
了时空限制,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参加学习成为可能。

报名、毕业及颁证

实行注册入学制度。报读本科
专业需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
近专业高等专科及以上学历；报读
专科专业需具有高中、职高、中专、
技校及以上学历。

实行学分制。学籍自注册入学
起八年内有效。二年制本科（专科
起点）、专科专业最短学习年限均为
两年半，护理学专科专业学制三年，
最短学习年限三年。2017年秋季
各专业入学的学生，取得规定的最
低毕业总学分，思想品德经鉴定符
合要求，准予毕业，颁发国家开放大
学毕业证书。本科（专科起点）学生
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开放
大学学位。

本、专科毕业证书可在教育部
学历证书查询网站——中国高等教
育 学 生 信 息 网（www.chsi.com.
cn）查询。

★河南省实施成人本、专

科学历教育公办本科高校

★河南省终身教育学分银

行落户高校

★河南省高校智慧校园示

范高校

★河南省干部网络学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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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国培计划”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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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校精品课程共

享资源库管理高校

★河南省教育脱贫攻坚规

划助推高校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

总工会“求学圆梦行动”承办

高校

网址：www.open.ha.cn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唯一官方网站）
招生监督电话：0371-58525611

热烈欢迎莘莘学子报读我校

市、县级电大分布及招生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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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点名称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

鹤壁广播电视大学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

漯河广播电视大学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

济源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省直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华北
水利水电学院学习中心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广
播电视大学

潢川县广播电视大学

夏邑县广播电视大学

项城市广播电视大学

郑州铁路局广播电视大学

中原油田广播电视大学

招生咨询电话

0371-67631001

0371-23975105

0379-63232233

0375-3397226

0373-3045743

0391-2985260

0372-3932760

0393-4414284

0392-3333268

0398-2183557

0374-2667575

0395-2133153

0370-3182377

0394-8581951

0396-2869016

0376-6332207

0377-63107603

0391-6631280

0371-65954862

0371-69127477

0371-23981966

0376-3923166

0370-6272458

0394-4202686

0371-68324261

0393-4848194

所辖教学点分布

登封市、新郑市、中牟县、上街区、荥阳市、新密市、巩义市

尉氏县、文华学习中心、兰考县、通许县、杞县

偃师市、孟津县、伊川县、西工区、宜阳县、洛宁县、栾川县、
新安县、嵩县、汝阳县、吉利区

宝丰县、叶县、鲁山县、汝州市、江河机械厂、舞钢市、郏县

新乡县、辉县市、原阳县、获嘉县、长垣县、卫辉市、延津县、
封丘县

修武县、博爱县、武陟县、孟州市、沁阳市、温县

滑县、汤阴县、林州市、内黄县

南乐县、清丰县、台前县、范县、濮阳县

浚县、淇县

继续教育学习中心、灵宝市、卢氏县、渑池县、陕县、义马市

禹州市、长葛市、鄢陵县、襄城县

食品职业学院、舞阳县、临颍县

虞城县、永城市、宁陵县、梁园区、睢县、民权县、柘城县

郸城县、太康县、沈丘县、川汇区、鹿邑县、商水县、扶沟县

上蔡县、泌阳县、西平县

罗山县、光山县、淮滨县、息县、固始县

方城县、新野县、内乡县、邓州市、淅川县、唐河县、社旗县、
西峡县、南召县、桐柏县

直属分校、中山教学部、总工会干部学校、绿城学习中心

河南黄河河务局干部学校、中国水利水电十三局、山东省
水利技术学院、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郝景昊 张颖

近日,一篇《17 省市 600 余家单
位河南牧院“组合拳”“贤纳”》的报道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牧原集团、雏鹰
集团、三全食品、华润集团等众多国
内知名大型上市公司纷纷到该校商
谈定向培养，选聘优秀毕业生。作为
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河南牧业经济
学院多年来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8%
以上，连年被省教育厅评为“全省就
业工作先进单位”。其毕业生多数就
职于省内外各大知名企业，除动物科
学、动物医学、会计、市场营销等传统
优势专业以外，物业管理、冷链物流、
连锁经营、典当等新兴专业的毕业生
也供不应求。

目前的就业市场一方面学生找
不到理想工作，另一方面企业招不
到 合 适 员 工 ，“ 两 难 状 态 ”普 遍 存
在。是什么原因让河南牧业经济学
院的毕业生们不仅好就业、早就业，
还能不断提高对口就业、精准就业、
高薪就业？

精准对接，培养行业企业所需人才

“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对
接、人才培养方案与岗位职业要求对
接、教学内容更新与企业技术进步对
接,建立起快速反应、同步跟进、动态
调整的校企合作办学机制，是从根本
上推动毕业生精准就业,提高毕业生
就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河南牧业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穆瑞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谈道，只有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提升人才培养契合度，才能促进
大学生高质量精准就业。

在该校，记者了解到，通过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与企业需
求精准对接，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建
设应用型本科高校以来助推毕业生
高质量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该校始
终保持高就业率的重要原因。在人
才培养方案上突出能力结构、知识结
构，依托企业、行业优化配置资源。
一是坚持以“能力培养、素质拓展”为
本的实践要求。人才培养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与行业、企业的需求有效、
无缝、精准对接，以“产教融合”为主
线，使人才培养与行业、产业发展相
切合。二是坚持以“学生实习就业和
企业选人用人”的有机结合。一方面
企业可以将选拔人才的周期前移、重
点培养；另一方面学生提前熟悉工作
岗位、管理流程，积累经验，提高就业
竞争力。实现企业选人用人与学生
实习就业的“双选双赢”。三是坚持
高校和企业“互利共赢”的融合交
流。校企在人才培养、技能培训、产
教结合、文化融合等方面共同筹划、
共同参与、共同交流；不断提高合作
的层次，扩大合作的范围，挖掘合作
的潜力，优势互补，产教融合、共同发
展。

物业管理专业作为该校工程管
理学院的核心专业,在省内开设早,
知名度高,其毕业生供不应求,遍布

全省各大知名物业公司,如建业、正
弘、鑫苑等。以河南建业物业公司为
例，已先后接纳该专业毕业生上百
人，其中很多学生现已走上中高级管
理岗位。工程管理学院院长王筝谈
道，“除了物业管理专业以外，学院开
设的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造价等
专业与行业、企业的接轨也非常紧
密，都是社会当中急需的专业，人才
需求量非常大，而我们的人才培养目
标正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与行
业、企业的发展接轨，满足行业和企
业对中高端管理型人才的需要。”

校企合作，助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在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市场所需人
才的过程中,一方面,专业课程引入行
业、企业生产技术标准，通过修订教学
内容，校企双方共同开发校本教材，专
业教学知识体系得到了及时更新；另一
方面,学生通过企业项目实训，其岗位
技能、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得到了培养
和锻炼，由此实现了校企双方的双线联
动和深度合作。“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把企业文化、岗位技能提前传授给
学生，通过‘校＋’的办学模式使产业和
教育融合到一起，共同培养人才，使学
校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实现了更精准
的对接。”该校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王桂
朵介绍。近年来，工商管理学院根据市
场需求先后开办了市场营销、国际商
务、连锁经营、汽车营销、国际商务跨境
电商等专业。由于专业设置紧跟市场

需求，人才培养紧扣行业标准，毕业生
深受各大商业企业的青睐。学生大多
在毕业实习期间就被如麦德龙、丹尼斯
百货、大商新玛特、五星电器、国美电器
等知名企业抢订一空。投资学（典当方
向）是该校金融学院根据市场需求开设
的一个本科专业，该专业最大的特点就
是产教融合，应市场需求而生，随市场
需求发展。在教学过程中实施岗前培
训，增强学生的实操能力。银丰典当行
常务副总张永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公司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建立了
非常好的合作模式，在典当行业艺术品
这一领域我们有专业人员定期到校授
课，同时，公司还接纳学校的老师来挂
职锻炼，帮助其增强岗位实操技能。在
校企双方的共同培养下，该校学生的学
习能力和工作适应能力都非常强，非常
契合我们的岗位要求。”

“订单班”“工作室”“校中厂”，多种
模式的校企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学校人
才培养的质量，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
力。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学生普遍具有
良好的职业意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能
很快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同时，学生
对于职业的认知也更加明确，就业目标
更加清晰，从而推动实现更多学生高质
量、精准就业。在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毕
业生当中，很多人早在大三时就已经通
过学校的“校企定制班”或者“顶岗实
习”成为知名企业的“准员工”，实现“毕
业即就业”。“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
实操技能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对我影响

至深。也正是这些帮助我很快从一名
普通职员做到了部门经理。”毕业后就
职于大商集团的该校毕业生杨光辉如
是说。

产教融合，激发学生自主创新创业

“产教融合”不仅让学生好就业，还
拓展了办学资源、提升了办学质量，形
成了学校、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良好局面。近两年，学校先后组织 40
余名专业课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密
切与企业联系，带动教师科研成果转
化。同时，实施“兼职教师队伍建设规
划”，从知名企业选聘专业人员任教，
形成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及时带来
前沿技术和信息。通过“校企政”共建
科研团队，“校企会”共建人才培养基
地，校企合作共育“师”型人才等多种
合作模式，提升校企双方的创新能力
和科研水平，既有助于学校在实践中
培养高技能人才，也有助于企业突破
发展瓶颈，破解技术难题。

学生在这些校企合作中也受益匪
浅，除了专业技能的学习实践以外，更
有机会参与新项目、新成果的研究与
开发，创新创业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激发。一些优秀毕业生走上自主创
业之路，从“找饭碗”到“造饭碗”。潘
龙飞，该校 2010 届毕业生，毕业后利
用专业所长，创办了郑州号角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从最初的图文设计、印刷
制图到现在的大型演出、会展策划，几
年时间在郑州拥有 5 家店面，先后吸

纳学生就业百余人。卢道正,该校
2015届毕业生,先后创立郑州方祖乐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华焙商
贸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拥有自己的研
发团队、管理团队和直营实体烘焙店
面，年收入近 200 万元。为进一步推
进创新创业工作，学校还与中科招商
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中科创大创业学
院”，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借鉴国
外“创业型大学”的模式，寻求高校、企
业、学生之间的契合点。结合学校优
势学科、特色专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规
划，按全新模式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推
动校企联合办学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毕业生双选会现场

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

企业员工为学生进行现场教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英才校区

承办河南冷链物流峰会搭建产教融合平台 深入企业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实施产教融合 助力精准就业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构建“精准+”就业服务体系纪实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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