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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科技学院创办于1984年，是经
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民办普通本科高
校。199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成为全国
第一个实施专科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
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
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2008
年，以“良好”等级通过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3年，
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首批“应用科技大
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单位”，并成为中国
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的首批成员和河南省
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高校。2015年，获批

“河南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河南省
首批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
2016年，获批首批“全国高校创新创业
工作50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示范高校”“首批全国社会组织教
育培训基地”；2017年，获批“河南省首
批高校双创基地”。位居武书连2017中
国民办大学自然科学排行榜第一名，蝉
联 2017年、2018年《广州日报》全国应
用型大学排行榜民办高校第一名，被评
为“改革开放40周年具有国内影响力河
南十大民办高校”。学校的发展史曾两
次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写进教学
案例。

学校在郑州市、济源市建有四个校
区，总占地面积2800多亩，校舍建筑面
积100多万平方米，被评为“省级绿化先
进单位”“河南省高等学校标准化学生
公寓”“河南省高等学校标准化学生食
堂”。学校现设有河南省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研发基地、重点实验室、国际联
合实验室等高层次教学科研平台50余
个。建有各科类实验室116个，实验分
室 372 个，校外实训基地 221
个；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价值 2.87 亿元；馆

藏图书355.6万册。

紧扣社会需求
建立动态的专业调整机制

黄河科技学院围绕学科前沿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形成了工科优势突
出、学科链与产业链关联度高、学科布
局与地方主导产业支撑度强的办学优
势。学校设有信息工程学院、医学院、
大数据与智能技术学院等17个二级学
院，设有理学、文学、医学等9大学科门
类；开设 65个本科专业和 35个专科专
业，其中2016年，学校在全省高校中首
家获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人工智能、材料、机
械、自动化、文化创意、新能源等一批优
势学科专业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
划的7个领域中拥有6个，支撑河南省5
大主导产业中的4个，凸显了对区域及
河南省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行业科技
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学校现有省
级重点学科 5 个，河南省特色专业 6
个，河南省民办教育品牌专业 7个，河
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8个，河南
省本科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
点专业 1个。学校拥有的省级重点学
科、特色品牌专业数量位居全省民办高
校第一。

名师荟萃 科研兴校

黄河科技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1867
人，其中专任教师1403人，具有高级职
称 的 教 师 近 50%，青

年 教 师
中 约
80% 具
有 研 究

生学历。拥有工程师暨教师、律师暨教
师、会计师暨教师等各类“双师型”教师
601人，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
国家和省级教学名师、教育部全国首批
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省级学术技术
带头人、“中原百人计划”专家等荣誉教
师 150余人，担任河南省电子学会、省
工程图学学会等学会会长教师 5 人。
学校董事长胡大白荣膺首届“中国当代
教育名家”。

学校实施“科研兴校”战略，紧密围
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重点，以应用型科研为主导，开展
与中科院软件所、中关村软件园、华为、
惠普等单位的紧密合作，推动政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建有省市级应用型科研
创新团队7个，省级科技创新平台8个，
地厅级科技创新平台15个，校级科研平
台 26个；获批河南省民办高校中首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和省级国际联合实验
室，与企业共建联合研究中心、工程教

育中心 7 个。近
年来承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国
家级项目 12 项，
省部级项目 268
项；获河南省科技
进步奖、河南省政
府发展研究奖等

省部级奖励113项；发表学术论文8294
篇，其中SCI收录162篇，最高影响因子
19.79；获专利 2089项，连续两年在全
省高校专利授权量上名列第二，入选

“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提升专
项行动‘十强十快高校’”。成立了中国
（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河南新经济研
究院等10个高端智库，出版全国首部省
级民办教育蓝皮书《河南民办教育发展
报告（2017）》，河南首部《河南创新创业
发展报告（2017）》等，为政府决策提供
服务。

开放办学 共享优质资源

黄河科技学院积极开展对外人才
培养、学术、科技和文化交流，先后与美
国、加拿大、英国等国众多知名高校或
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实现了资源共享和合作共赢。学校与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美国肖特学院合
作开办金融学、软件工程、社会工作、工
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五个专业
的中外本科课程合作项目；与美国纽约
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日本东京福祉大学
等开展暑期游学、交换留学生等项目，
共有104名学生参与；招收来自美国、韩
国、日本等14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190
余人；聘请外国专家 188 人；与美国
ITU、美国克莱蒙大学等共建“硅谷创新
创业基地”、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等
国际合作中心。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服务就业创业

黄河科技学院定位于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创新人才，探索了“课堂+园区+
企业”的“三元合力”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成果分别获得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特等奖、一等奖和国家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近两年，学生获批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立项444项、
省级立项 63 项和国家级立项 38 项，
2017年省级立项数目在河南省高校中
位居第二。近三年，学生获得全国大学
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等国家级奖励
792项,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中 获 2 银 3 铜 好 成 绩 ，学 校 荣 登

“2012-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竞赛评估
结果（本科）TOP300”榜单。学生主持
或参与专利设计达431人次，76名学生
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项目。

学校围绕就业工作创新办学理念，
立足学生职业发展方向，对就业、创业、
升学学生实施分类指导、实施服务“一
条龙”，并提供以“校内多场大型双选会

为主体、百场专场招聘会为延伸、网上
就业市场为载体、就业基地为依托”的
全方位就业服务，实现了“应届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基本稳定，基层就业和自主
创业人数明显增多，就业质量持续提
升”的工作目标，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
持在96%以上，真正让学生“好就业，就
好业”。学校荣获“全国毕业生就业典
型经验高校”。

学校集聚政府、企业、高校的优势
创新资源，打造“创客工作室—众创空
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全链条
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搭建综合公共服
务、专业技术服务、科技金融服务、创新
创业教育、生活保障服务五大服务平
台，全面满足创业学生不同阶段的需
求。现建成使用面积57560平方米，入
驻企业和团队177个，其中年产值千万
以上企业 15 家，高新技术企业 3 家。
学校获批“国家首批众创空间”“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全国首批大学生创
业示范园”“河南省大学科技园”“河南
省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南省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河南省青年创新创业示范
园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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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财会工作先进集体

●中国教育总评榜全国教育改革卓越成就奖

●教育部“首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学校

●河南省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满意院校

●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先进集体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十大创新创业典范高校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
新区的象湖和龙子湖畔，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
设置、河南省人民政府创办的一所财经特色鲜
明、培养高级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普通全日制
本科院校。学院的前身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
学校和河南教育学院，分别起源于上世纪50年
代，办学经验丰富，历史积淀深厚，被誉为“河南
财经人才培养领域的黄埔军校”。

师资力量

学校专任教师有 993人，其中教授 96人，
会计学、经济学二级教授 3人，副教授 334人；
研究生学历教师 483人，其中博士 85人；“双
师型”教师54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和国家优秀教师5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和省级教学名师、优秀教师、职教专家等 31
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74人。拥
有金融保险、资产评估、市场营销、生物技术及
应用等6个省级教学团队。

专业建设

学院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兼有工学、理
学、法学、农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等9个学
科门类，共 70个专业。现有财政学、税收学、
投资学、保险学、金融数学、会计、财务管理、工
程造价、物流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会展经济
与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商
务、社会工作、视觉传达设计、学前教育（师范
类）、汉语言文学、商务英语等19个本科专业，
形成了财政金融类、财务会计类、经济贸易类、
工商管理类、基础教育类等专业群。其中会计
学科是河南省重点学科，会计、工程造价 2个
专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
展能力”重点建设专业；物流管理、会计与审
计、法律事务、计算机应用技术等10个专业为
省级教学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财政、国际贸易
实务、语文教育、数学教育等10个专业为省级
名牌或特色专业。建有财务管理、数学分析、
财务管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等 14门省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

办学条件

学院办学条件优越，占地面积 100.6万平
方米（1509亩），建筑面积 58.69万平方米，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2901.70 万元，馆藏纸
质图书 198.34 万册，电子图书 98.23 万册，纸
质期刊 2600种，电子文献数据库 23个。拥有
比较齐备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建有财税、会计、
金融、汽车工程等校内实验实训室 283个，与
中原证券、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用友新道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德邦物流公司、中国北方

汽车教育集团等185家行业、企业建立了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270个，校内、外专业实习、实训
基地覆盖了所有专业。

人才培养

学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培养
职业道德良好、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突出、
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财经管理类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举办各类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以丰富多彩的科
技、文化、艺术、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
营造和谐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陶冶学生情
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近年来，学校学生在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团体
一等奖30多项，个人一等奖100多项。

科学研究和对外合作

学院分别与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河南大学联合设立了中国财政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河南研究基地、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
心河南基地、中原发展研究院财政研究所等，
设有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河南省教
育干部培训中心、河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中心、河南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与
美国、德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大学建立了
友好合作关系，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合作，并通
过多种合作形式，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高层次
经济管理教育人才。

招生就业

2018 年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面向河南省、
山东省等 21个省份招收本科学生 2760人，面
向河南省招收专科学生约4000人。

凡投档到我校的考生，身体达到相关专业
要求，学校按“专业清、志愿清”的录取原则进
行录取。如果考生所报专业已满，在服从专业
调剂的前提下，根据考生分数的情况调剂到其
他专业；对所报专业已满且不服从专业调剂的
考生，学校予以退档处理。在总分相同的情况

下优先依次考虑语文、数学、英语和综合单科
成绩高分者。

艺术类、体育类考生要求专业成绩和文化
成绩均达到省定录取分数线。艺术类录取时按
专业成绩×60%+文化成绩×40%择优录取。
体育类录取时按照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

学生修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符合毕
业条件的，由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颁发教育部电
子注册的普通本科或者普通专科毕业证书。
所有专科毕业生均可以报名参加普通高等教
育专升本考试。

多年来，毕业生基础好、素质高、实践动手
能力强，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
根据社会第三方评价报告，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三年保持在96%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保持在
90%以上。

联系方式
象湖校区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开大道76号
咨询电话：
0371-85305166 85305366
网址：www.hacz.edu.cn
邮箱：hnczxsc@163.com
龙子湖校区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北路22号
咨询电话：
0371-69303623 86675800
网址：www.haie.edu.cn
邮箱：zhaoban0903@163.com
普通本专科、提前批：6215
象湖校区对外合作办学：6216
龙子湖校区对外合作办学：6217
龙子湖校区软件技术类：6218

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在豫招生代码：6215）

录取批次

本科二批

艺术本科

合计

普通专科、对外合作专科招生计划详见学校网站

专业名称

税收学

财政学

会计学

财务管理

投资学

保险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程造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社会工作

会展经济与管理

学前教育（师范类）

汉语言文学

物流管理

商务英语

电子商务

软件工程

金融数学

视觉传达设计

学制年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招生计划

文科

63

75

71

68

88

44

75

0

0

70

50

60

100

76

90

51

0

0

120

1101

理科

75

75

110

80

100

55

75

111

186

30

50

60

0

90

30

90

120

90

30

1457

合计

138

150

181

148

188

99

150

111

186

100

100

120

100

166

120

141

120

90

150

2558

学费

元/年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700

37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700

3700

5700

就读地点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象湖校区

龙子湖校区

龙子湖校区

龙子湖校区

龙子湖校区

龙子湖校区

龙子湖校区

龙子湖校区

龙子湖校区

艺术中心 热忱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教学楼

在豫招生代码：6215 6216 6217 6218 国标代码：11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