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培养质量 2

学院坚持政治建校。升本以来培养本科毕业生4164人，
本科毕业生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公安机关和社会各界的高度
认可，用人单位对学院毕业生满意度达98.66%。毕业生就业
率不断提升，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分别为 86.59%、
88.54%、92.54%，均高于河南省高校同期平均水平。

学院实行开放办学。近三年，近200人次参加国内外各类
形式的培训、进修、访学和交流。学院先后选派教师到美国纽
黑文大学李昌钰鉴识科学研究所、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法
学院、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等地访学，到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司法
学院进修和交流。组织学生广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近年来，
学院先后组织学生成建制地参加了郑州“上合会议”、杭州G20
峰会、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党的十九大安保工作，公安
部、省公安厅先后三次为学院荣记集体二等功。

警察管理系 2014
级学生潘东东，被中宣
部、公安部等授予“全国
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群
体”荣誉称号，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院长张宝锋
赴南阳市防恐中
心看望慰问参加
暑期社会实践的学
生并召开座谈会

警 察 管 理
系 2014 级学生
张永升被评为“郑
州市文明市民”
“首届河南最美大
学生”

学院设有13个本科专业，涵盖法学、理学、工学、管
理学等学科门类。目前，建有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综
合改革试点专业4个，省级特色专业1个，公安部重点培
育专业1个，河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形成了公安
特色专业群，有力提升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学院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国家级
精品课程2门，河南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省部级
精品课程8门，河南省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课程2门。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道路交通
管理教学团队

河南省精品资源共享课——刑事证据
学教学团队

学科专业课程建设 4

学院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深入推进“三坛
两堂一工程”建设。“长霞学社”“假日警长”“英模
精神教育”分别被教育部评为“高校校园文化成
果”一等奖和优秀奖；学院团委被评为“全国五四
红旗团委”；交通管理工程系荣获2017全国高校

“活力团支部”。学院参加首届全国公安院校培训

基地文艺大赛，囊括金、银、铜奖和优秀奖、优秀组
织奖；学院参加全国公安院校学生科技应用创新
大赛，2016年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2017
年获得2金2银，在全国公安院校名列前茅。学院
参加两届全国公安院校教学技能大赛，参赛的16
名学生中，3名获一等奖，8名获二等奖。

学院自1978年开展学历教育，至今，先后为
河南公安队伍培养输送了 4 万名公安专门人
才。据不完全统计，学院毕业生中有 10余人被
授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有近万人次立功受
奖，各级劳模和优秀人民警察3000余人。在全
省公安机关中担任业务和技术骨干的有千余人，
担任各地市、县级公安机关处级以上职务的有近
500人，涌现出一大批以“时代楷模”任长霞、樊
冠钰、潘东东、张永升为代表的先进模范人物，学
院被誉为“中原警官的摇篮”。

思政工作1

王伟平书记、张宝锋院长等院领导在学院分会场参加中央政法委举办的全国政法干警学习讲座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社会新闻部摄
制组一行采访学院思想政治工作

拥有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专家队伍和青年学术骨干，形成了
比较合理的教学梯队。现有省级教学团队1个，省级优秀基层教
学组织2个。教师队伍中涌现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3人，全
国优秀教师2人，全国公安高等教育教学名师2人，全国公安系
统优秀教师、优秀教官5人，公安部特聘教官5人，河南省教育厅
学术技术带头人27人，河南省师德先进个人、师德标兵3人，河
南省优秀人民教师和文明教师9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15人，河南省百名优秀青年社科理论人才1人，河南省职业教育
专家1人，河南省优秀教育管理人才6人。

在公安部首届全国公安院校教学技能大赛中，学院荣获团
体一等奖；在公安部第二届全国公安院校教学技能大赛中，学院
6名教师获二等奖，4名教师获三等奖。

师资队伍建设3

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经济
犯罪侦查教研室教学团队

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痕迹
检验教研室教学团队

2012年 8月，在首届全国公安院
校教学技能大赛中，该院获得团体一
等奖

2016年 11月，在第二届全国公
安院校教学技能大赛中，该院代表团
取得优异成绩

升本以来，学院教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完成国
家709专项课题1项、省部级项目166项、获得省部级奖励26
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2143 篇，其中 CSSCI 62 篇、核心 301
篇；出版学术著作73部，主编（参编）教材97部。其中，主编公
安部全国公安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7部、公安部全国公安
民警训练统编教材2部、河南省“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
材3部，参编公安部（本科）规划教材35部，组织编写院级规划
教材10部。

学院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批复立项及结项文件

学院教师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部分论文

教学科研成果5

学院现有校外“人才培养共同体”2个，教学研究基地 26
个。成立了以全国知名排爆专家、一级公安英模、感动中国十
大人物王百姓命名的“王百姓工作室”，以公安部特聘刑侦专家
杨玉章命名的“杨玉章工作室”。

校局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共编教材 8
部，共担科研项目23项，人才培养紧紧围绕服务河南公安工作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王百姓将自己丰富的防爆排爆知识
和经验手把手教给学生，深受学生喜爱

学院与郑州市公安局合作共建教
学研究基地

校局合作 6

特色办学 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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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警察学院河南警察学院：：新时代谱写发展新篇章新时代谱写发展新篇章

□王伟平

国运兴衰，系于教
育。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
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作
为我省唯一的公安本科
院校，河南警察学院面
对新征程、新使命，以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
评估为契机，正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
神，守正笃实、久久为
功，在服务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与公安工作中加
快推进建设区域性、有
特色、高水平的公安本
科院校的步伐。

厚植党建 铺好政治底色
党的领导是公安院校最鲜亮的政

治底色。河南警察学院作为河南省公
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手中的

“刀把子”，必须要坚持政治建校、立德
树人。建校 69年来，一代代警院人弘
扬公安英模精神，培养出以时代楷模任
长霞为代表的数万名毕业生，构成了河
南公安队伍的中坚力量，被誉为“中原
警官的摇篮”。

要毫不动摇坚持“公安姓党”，不断
强化办学治校政治性。牢牢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对公安工作提出的“四句话、十
六字”总要求，着眼国家安全战略需要，
紧跟河南省公安厅党委“五个公安”（忠
诚公安、法治公安、智慧公安、精准公
安、活力公安）建设步伐，确保学院发展
与时代、行业需求同频共振，切实做到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偏离。

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
体责任。出台《党委会议事规则》《院长
办公会议事规则》，坚持科学决策、依法
决策，将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和保障，
做到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将
党委对学院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

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学院以开展基层党组织
星级创建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学做
创”系列活动，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争做

“五个表率”，在守纪律讲规矩、严格管
党治党、转变作风、团结协作、真抓实干
等方面走在前面，发挥了基层党委的政
治核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促进了教学科研与党建的深度融合，使
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了团结干部师生、克
难攻坚的核心。

要聚焦作风建设，严格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治警各项要求。以以案促改工
作为抓手，开展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
以优良干部作风促党风、正校风、育学
风，使干部师生的警容风纪、纪律作风
为之一振，为干部师生干事创业、学习
成长营造好气候、创造好生态。

厚植思政 锻铸忠诚警魂
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从来都是公安队伍的红色基
因。长期的工作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
到，公安院校作为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须立足其政治属性和职业特
点，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把忠
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始终。

近年来，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政治
育警，大力推进“三坛两堂一工程”建
设，即领导论坛、警务论坛、名家论坛，
学警讲堂、道德讲堂和“4·30”锻铸忠
诚警魂工程，形成“四位一体”的工作体
系，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充分发挥
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效应。

要加强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
现新时代思想引领的精准“滴灌”。学
院在原有社科部基础上，成立马克思主
义学院。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与

教学，打造精品思政慕课和省级优秀思
政理论课，充分发挥了课堂教学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推进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
进教材、进课题、进头脑。

要发掘红色资源，发挥英模人物在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学
院组织开展学长霞系列活动、英模报告
会、英模子女宣讲会等，将英模教育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人民警察核
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新生入学“第
一课”等紧密结合，使英模教育更具亲
和力和针对性，使红色基因在传承中更
显温度、更具情义。

要注重实践育人，突出公安实战需
求导向。学院创新构建了“学科交叉、
专业融通、校局合作、协同育人”的人才
培养模式，与公安实战部门在人才培养
方案、教学科研、资源共享等方面建立
协同共建机制，深入开展千人社会实践
活动。师生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
人物，他们中有联合国维和英雄、全国

“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模”、“河南省师德标兵”樊
冠钰老师；有不顾生命安危勇跳黄河救
人，被中宣部、公安部授予“全国见义勇
为英雄模范群体”荣誉称号，受到孟建
柱、郭声琨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的学生潘东东；也有英勇保护唐代古墓
的“首届河南最美大学生”“郑州市文明
市民”张永升。

厚植师德 永葆源头活水
“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

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和教师的地位和
作用就愈发凸显”，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今年年初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高校
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师德师风建设
是永葆教师队伍活力、关乎人才培养质
量的源头活水。

公安院校教师践行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四有”好老师，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和更高的要求。

要增强“四种身份”（高校教师、党
员、人民警察、公务员）认同。在做好理
论研究和教学的同时，注重教学研究与
公安实战的结合、学术探索自由与严守
政治纪律的结合，自觉践行“立德树人、
从严治学”的教风，以良好师德师风做
好学生的指导者和领路人。

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十九
大召开后，学院党委班子成员带头上党
课，并组织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十九大精
神培训班、辅导报告，暑期组织文明专
干、思政教师到教育部红色教育基地贵
州师范大学举办研修班等，要求全体教
师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努力成为
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
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要强化师德引领。学院制定《关于
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
见》《师德考核办法》，出台《教学奖励办
法》，设立“院长教学质量奖”“孺子牛型
教师教学奖”“师德标兵”等奖项和荣誉
称号，并将师德评价前置，所有教师在
职称评审、表彰奖励、职务晋升等方面，
一旦违反师德都实行一票否决。在全
体教师中举办“回顾评价过去，设计规
划未来”主题演讲比赛和“教风学风建
设年”活动，开展向樊冠钰学习等活动，
在全体教师中营造颂师德、谈教学、论
科研、谋规划的良好氛围，以榜样的力
量引领良好师德师风。

探索惟艰难困苦，方玉汝于成；办
学治校惟厚植内涵，方彰显绵绵生机。
在国家政策和省公安厅党委支持下，河
南警察学院抢抓新时代发展新机遇，进
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厘清办学思路、明
确发展方向、突出办学特色，不断提升
办学实力和水平，为改革强警、科技兴
警提供“警院方案”，为书写公安教育的
奋进之笔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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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河南警察学院党委书记王伟平带领学院党委
班子成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展示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坚定政治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