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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初，新乡学院获团中央
2017年“镜头中的三下乡”社会实践评
选活动多项表彰；学校学生在 2017年

“中国梦·青年影像大赛”荣获佳绩；学
校学生作品《共生》荣获第二届“科德
杯”全国大学生无人机航拍竞赛优秀
奖；学校纪录片作品《保庆的战争》入围
2017 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学校在
2017全国学生社团影响力展示活动中
荣获优秀组织奖，学校新媒体协会荣获

“全国学生最具影响力新媒体社团”称
号；学校商学院一团支部荣获 2017全
国高校“活力团支部”称号。

1月中旬，学校在河南省第十五届
高等学校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生教学技
能大赛中囊括一、二、三等奖及团体奖；
3月 23日，在“汉钟精机杯”第三届河南
省大学生制冷空调科技竞赛中，学生马
传力、马净慧、陈仓代表队荣获一等奖，
何永正、王宁博、李静静代表队荣获二
等奖；4月 12日至 16日，在第二十三届

“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赛全国总决
赛中，学校外国语学院学生张峰源荣获
二等奖；4月 20日至 22日，在全国高校
秘书专业知识技能 2018大赛中，学校
斩获两个团体一等奖，以及个人单项一
等奖、二等奖各七项；5 月 18 日至 20
日，在“慧文杯”第八届全国商务秘书职
业技能大赛中，学校斩获团体及个人多
项大奖；5月 26日，学生蔡福臻在第九
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
才大赛获得一等奖。

以上列举的新乡学院在短短的半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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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源于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先进的
办学理念。

新乡学院的教育资源——
办学历史悠久，条件优越，人

文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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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年文脉赓续的办学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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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华依旧，新乡学院人屹潮头，树高德，
金柳阳光，勃发生机。

环境秀雅，木葱花妍，景致怡人，和
美融融。学校占地面积 2130亩，建筑
面积近75万平方米。学校现有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总值 4.2 亿元，馆藏图书
168 万册,电子图书 111 余万种，中外
文报刊 1520 余种，中外文数据库 45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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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学敦行，书声琅琅，厚德载物，继
往开来。学校目前有全日制本专科在
校生 23000余人，成教生 10000余人。
有教职工 1321人，其中专任教师 1083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 418人，
具有博士、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 944
人，“双师双能型教师”589人。柔性引
进包括院士、作家等 43位高层次人才
和知名专家。现有全国优秀教师、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5人，省级优
秀教师、教学名师、学术技术带头人等
49人。

莘莘学子，五湖四海，教体科文，广
育人才。学校现设有 50个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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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计划招生本科专业 60个，其中
新增的本科专业有：投资学、物联网工

程、食品科学与工程、酒店管理专业；招
生专科专业23个。

新乡学院的目标——
培养学生学有所用，技有所

长，素质超群

凤鸟纷至，纳贤聚才，教书精深，雄
心满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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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计 划 ”等 人 才 建 设 项 目 ，推 进

“5433人才队伍建设计划”，师资队伍
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

神采飞扬，和衷共济，谋求发展，
携手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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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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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了全国
第一个本科层次的 3D打印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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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干
学院、新乡发展研究院、太行道德学
院、经典诵读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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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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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一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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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贝佩丝大学、新西兰塔拉纳基西
部理工学院、加拿大北方应用理工学
院、英国东伦敦大学等国外高校签订

合作办学协议，联合培养具有国际教
育背景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新乡学院的毕业生——
创业能力强，就业面广，深受

青睐

砺风磨雨，风光旖旎，新乡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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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公
共课改革，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搭
建了以“四个自信”数字体验馆为主体
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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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中国
教育报》《河南日报》、新华网等多家媒
体对学校的实践育人工作进行了报道。

近五年，学生在国际机器人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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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获多项奖
项，其中水下机器鱼、纪录片《盆窑工》
均获得国际级大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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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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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砥砺奋进，精诚团结，凝心聚力，改革
创新。纯朴的笑脸映美圣洁的灵魂，热情
的双手托举明天的希望。看，今日的新乡
学院，志存高远，玉得大成。其思想解放，
精神饱满，心态诚朴，品格创新，美名饮
誉。学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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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洛新“中国制造2025”试
点示范城市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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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成为“国内有影响、
省内有地位、具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新乡学院全景

新乡学院：新起点 新征程 新未来

学校简介
河南工学院是河南省设置的第

一所主要为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业
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省属公办本科院
校，建校 43年来，学校秉承“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优良传统，形成了鲜
明的工科办学优势，学科专业设置与
经济社会发展契合度高，教学设施完
备先进，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十余年
本科教育经验，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
会高度认可。2004 年，学校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全
国仅4所高校获此殊荣）；2010年，被
教育部授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预征工作先进集体”；2011年，被教
育部授予“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
高校”（全国毕业生就业50强高校）。

专业设置
学校现有 63个本、专科专业，省

部级以上特色（示范、名牌等）专业23
个。其中电缆工程专业为全国首创特
设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工
业工程专业、物流管理专业为我校重
点建设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车辆工程专业、
自动化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为省级
特色建设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为省级名牌建设专业；机械
电子工程专业为我校传统优势专业；
金融数学专业为新兴特色专业。学校
不断巩固传统优势工科，持续强化新
工科专业建设，构建了智能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汽车制造、自动
化、智能终端、新材料、现代物流等主
干专业群，开设了电缆工程、物联网、
工业工程、金融数学等新兴特色专业。

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800余人，具

有博士、硕士学位专任教师600余人，
具有高级职称专任教师300余人。享
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优
秀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省级
教学名师、厅级以上学术技术带头人、
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75人。

教学设施
作为“河南最美大学校园”，学校

地理位置优越，占地面积 1127余亩，
校舍建筑面积 50 多万平方米，馆藏
适用纸质图书 156万余册，电子图书
20 余万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2.2亿余元，与美国罗克韦尔公司、许
继集团、中兴通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联建了 180 多个功能齐全的校内实
验实训基地，拥有国家级、省级示范
性实训基地、职业技能鉴定所 11个，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6个，稳定的校外
生产实习基地200多个。

办学特色
1.“就业好、好就业”：“就业好、好

就业”已经成为学校的一张亮丽名
片。自 1999 年来，学校毕业生就业
率稳定在 98%以上，就业率连续 17
年位居全省高校前列。建校 43 年
来，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了 7万多名
各类优秀人才，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已
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和企业技术、管
理骨干，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创业成功
的优秀校友，学校被社会各界誉为

“培养机电人才的摇篮”。第三方评
价机构调查数据显示，我校毕业生在
研发、管理等关键岗位上工作的比例
达 91.4%；本科专业学生考取研究生
比例达26%以上；平均月薪比全国同
类院校高27.4%。

2.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协同育人：
产教融合是学校的根，校企合作是学
校的魂！学校牢固确立“把满足行业
企业需求作为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的办学理念，融入地方、立足行
业、根植企业，不断创新校企校地合
作体制机制，在全国同类高校中较早
成立了校企联合办学董事会，由 200
多家知名企业和科研单位组成，一汽

大众、许继集团、远东电缆、中航工业
等董事单位在学校设有十余个订单
班，学生搭上了名企就业直通车。学
校依托联合办学董事会，强化校企协
同育人力度，构建了“全过程、多平
台、多形式”的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学生的职业素养、工程实践能力和创
新创业能力稳步提升。除设有国家
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和学校奖学金外，惠普公司、卫华
集团、远东电缆等二十多家董事单位
在校设有专项奖学金及助学金，资助
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

3.协同创新品牌：学校与新乡市
政府共建了全省首家机电装备类协同
中心——新乡市机电装备科技创新创
业协同中心，中心以行业企业需求为
引导，集聚创新要素，开展协同创新，
成立3年来，中心为企业解决15余项
关键技术问题，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
项目50余项，在服务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2017年 2月份，作为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调研考察的第一站，省领
导莅临中心考察，对学校在协同创新
方面取得成绩给予肯定。

4.创新创业教育：学校高度重视
创新创业教育，以创新教育课程体系
和实践体系为依托，以“华为ICT创新
实验班”“卓越工程师实验班”“创新创
业实验班”等为依托，开展了形式多
样、富有特色的创新创业活动，学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增强。学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率比全国同类院校高3个百
分点，且以技术性创业为主，创新创业
教育成果显著，2016年学校荣获“全
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迄今
河南省入选的唯一高校）。

河南工学院校内实训基地（部分）

数控技术实训基地

西门子数控系统实训中心

机械装备工程实训中心

600MW发电厂仿真实训室

移动互联实训室

数控功能部件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室

装配技术实训室

平板显示测试与分析实训室

3G网优实训室

数控车削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实训室

制冷综合实训室

微机保护实训室

4G-LTE仿真实训室

数控工艺与编程实训室

数控机床装调实训室

环境监测实训室

智能楼宇实训室

通信工程施工实训室

批次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批

艺术专科
提前批

高职高专
对口批

专业名称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机器人工程（焊接机器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

车辆工程

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

自动化

机器人工程（服务机器人）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缆工程

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物联网工程

物流管理

金融数学

工业工程

环境设计

模具设计与制造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环境工程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数控技术

制冷与空调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机械设计与制造

工业设计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电线电缆制造技术

应用化工技术（电池制造技术方向）

通信技术

无人机应用技术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国际贸易实务

物流管理

会计

酒店管理

应用英语

产品艺术设计

广告设计与制作

环境艺术设计

市场营销

应用电子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招生计划（人）

理科

90

45

100

90

100

90

100

45

100

200

110

90

90

100

80

100

50

90

70

25

90

180

270

45

90

45

210

90

90

360

90

20

90

90

45

90

45

45

100

100

30

80

120

30

40

30

30

30

100

100

100

文科

20

50

20

75

45

30

80

80

70

120

180

70

80

90

90

90

招生对象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文、理科

高中艺术文、理科

高中艺术文、理科

高中艺术文、理科

中职毕业生

中职毕业生

中职毕业生

学制
（年）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学费（元/
生/年）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400

3400

3400

57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5600

5600

5600

3300

3600

3600

河南工学院
河南工学院招生计划表

学校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699号 学校代码：6214
招生热线：0373－3691234 传真：0373－3691071
邮编：453002 QQ：800091234
网址：www.hait.edu.cn

河南工学院
校园网

招生办公室
微信公众号

河南工学院
微信公众号

河南工学院
官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