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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概况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前身为河
南省劳改警察学校、河南省司法警官学
校，2001 年 4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
准升格为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
院位于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是以
高等司法警官教育为主，多种专业教育
并举，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全日
制普通高等学校。学院隶属于河南省
司法厅，业务受省教育厅指导。学院设
置监所管理系、法律系、信息技术系、警
察学系、司法行政管理系、基础部、警体
部、警察技术实验中心等教学机构，开
设有国内安全保卫、社区矫正、信息安
全与管理、心理咨询、司法警务、行政执
行、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司法信
息技术、刑事侦查技术、刑事执行、警察
管理、司法鉴定技术、法律文秘、法律事
务、社会工作、会计、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21个专业。其
中刑事执行、刑事侦查技术、行政执行、
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司法警务、
司法信息技术为司法类国控专业。有
普通高职和五年一贯制专科办学层次，
在校生7800余人。

学院坐落于学术气氛浓厚、自然风
光秀丽的郑州市龙子湖高校园区，占地
624亩，建筑面积19.2万平方米。学院
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施完善。主要
教学设施有教学楼、培训楼、图书馆、实
验实训楼、射击馆、警体馆、游泳馆、餐
厅、学生公寓、教师公寓、礼堂、超市
等。有 400米标准塑胶跑道、足球场、
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有汽车、枪械、
散打练功等完善、配套的警用训练器
材；有计算机、语音、刑事照相、痕迹检
验、心理咨询与测试、财会、模拟法庭等
实验、实训场所。学院图书馆馆藏图书
52 万册，电子阅览设备先进、功能齐
全，能够适应培养现代化警官的需要。
校园网覆盖学校各部门，并与 IN-
TERNET 联网，教室全部实现多媒体
教学，满足各类信息化教育教学需要。
学院不断改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强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加快学院信息化
建设，增强信息化管理和能力，打造智
慧化校园。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爱岗敬
业、业务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师资队
伍。专任教师 229人，正教授 14人，副
教授 57人，具有博士学位 5人，硕士学
位 95人，具有高级职称和硕博学位的
教师分别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31.0%、
43.7%，实验实训指导教师45人，“双师
型”教师 57人，有 13位教师被省教育
厅授予学术技术带头人，有全国优秀教
师和河南省优秀教师6人，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1人。学院还聘有 46名
校外教师、行业企业专家兼任学院教学
工作。

截至2017年，学院教师共主编、参
编教材 245部，出版专著 26部，发表各
种学术论文近 760 篇，其中获奖论文
150篇，承担完成各类科研课题 18项，
获地厅级以上科研成果136项，省部级
以上科研成果98项。公开出版发行的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在河南
省高校学报综合质量评估中，被评为河
南省高校特色期刊，在全国高职高专

“三优”评比中，被评为全国高职高专优
秀学报一等奖，为学院和其他院校师
生、司法行政干警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
提供了重要阵地。2016年、2017年被
评为河南省社会科学类一级期刊。

截至 2017年，学院有中央财政支

持建设的重点专业 2个。刑事执行专
业为省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刑事执
行、法律事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通
过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2015—2018）评审，被确定为省
级骨干专业立项建设。刑事执行、社区
矫正、司法鉴定技术、警察管理专业为
学院特色专业。学院重点建设专业 8
个。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1门，河南省
精品开放课程1门，司法部部级精品课
程1门，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优秀课程1门，参与建设国家资源共享
课程 1门。法律事务专业实训基地为
河南省示范性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司
法鉴定技术专业群生产性实训基地为
省级骨干实训基地。司法部试点改革
教材2部，全国司法职业教育“十三五”
规划教材 3部，省重点教材 8部，省级
以上教学成果奖3项。

学院先后被有关部门评为市级
花园式单位、省级文明单位、省级文
明学校；先后被命名为河南省思想政
治工作先进单位、省人事厅计算机应
用能力中级培训考核点和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教育部校园网建
设示范单位，并荣立司法部集体一等
功。2015 年 3月，被中共河南省委政
法委、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司法厅

授予河南省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
基地。2017 年 4 月，在 2017 年度教
育总评榜中，荣获“河南综合实力 20
强领军高校”。2018 年 4 月，被评为

“改革开放 40周年具有国内影响力河
南高校”。2016 年 12 月，被河南省教
育厅、河南省司法厅批准为“依法治
校示范校”。2017 年，被河南省总工
会评为第十六届“河南省职工职业道
德建设先进单位”，被河南省公安厅
评为“全省高校维稳安保工作先进单
位”。2018 年 3 月，被省教育厅确定
为“河南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
学校。

建校 34年来，共为社会培养各类
毕业生28000余人，为司法行政系统培
训干警 35000 人次。毕业生中有 1人
被追认为烈士并被追记个人一等功，3
人被河南省委政法委、郑州市委、市政
府命名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24人荣
立二等功，198人荣立三等功，2600人
次受到各种嘉奖和表扬。历届毕业生
中，已有 40%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
所在单位骨干。

学费标准

按照国家规定，学生入学须缴纳学
费、住宿费等相关费用。具体学费标准
如下：文史类专业：3300 元/生·年；理
工类专业：3600元/生·年。住宿费600
元/生·年，住宿由学院统一安排。

录取规则

报考司法提前批次录取的考生必
须经政审合格,身体条件除了按照《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
规定外，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五官端正、体型匀称（无唇裂、
对眼、斜视、斜肩、各种疤痕等），无残疾。

（2）无口吃，两耳无重听，两眼无色
弱、色盲，裸眼视力在4.7以上。

（3）男性身高在 170厘米以上，女
性身高在160厘米以上。

（4）男性体重不低于50公斤，女性
体重不低于45公斤，身体匀称。

（5）通过我院组织的体能测试。
（政审、面试和体能测试相关事宜

见省司法厅、省招生办公室发布的通知）

报考非提前批次录取的考生没有
特殊条件要求，不必参加政审、面试和
体能测试。按照省招办划定的录取控
制线和考生所填报的专业志愿，从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

招生咨询方式

学院网址：http://www.hnsfjy.net
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http://gaokao.haedu.gov.cn
招生咨询QQ群：558016435

385444147
联系电话：0371—63760931

63755266
63975691

电子信箱：jingyuan411@126.com
学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

166号
邮政编码：450046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2018年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计划表
（国标代码：12781 高招代码：6263）

学院二维码

汇报表演

高

职

高

专

对
口

专业代码

680601K

680701K

680706K

680604K

680603K

680703K

680503

680502

610211

620804

680605

630302

690101

680108K

680704

680402K

610201

610201

610201

610201

610201

630302

专业名称

刑事执行

刑事侦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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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务

行政执行

司法信息技术

法律事务

法律文秘

信息安全与管理

心理咨询

社区矫正

会计

社会工作（社区服务方向）

警察管理

司法鉴定技术

国内安全保卫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全网开发与运营工程师)

计算机应用技术(DOTNET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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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企合

作专业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创建于1952年，
为公办全日制高等院校。现为国家级优
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立项建设学
校、国家骨干高职院校、河南省示范性高
等职业院校、全国100所首批现代学徒
制试点高职院校。学校位于郑州中牟，
占地面积1418亩（目前分为五个校区)，
新校区规划面积1142亩，总体规划已基
本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已通过省发改委
核准立项。学校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
实训设备总价值13513万元，图书馆藏
书100万余册。现有教职工1016人，其
中教授32人，副教授169人，博士、硕士
学位教师 355 人。校外兼职教师 490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模范教
师、全国职教名师、省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省职教专家、教学名师、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等110人，省级教学团队6个，省
级职教名师工作室1个。教师累计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省级成果一等奖
等教研科研成果奖励428项。学校现设
有洛阳分院和农业工程、园艺园林、牧业
工程、食品工程、信息工程、经济贸易、财
会金融、机电工程、旅游管理、人文教育
10个二级学院，全日制高职专业64个，
其中中央财政支持专业2个，国家骨干重
点建设专业5个，省级特色专业7个；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省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4门；国家示范性实训基地2
个，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3个，省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5个。在校生16700余人。

学校是中国职教学会农村与农业

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中国都市农业职业
教育集团理事单位、河南省农业职业教
育集团理事长单位、河南省农业教育协
会会长单位、河南省农业行业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牵头单位。学校
实训基地是“农业部现代农业技术培训
基地”“中国科学院农业高新技术河南
示范基地”“河南省农业高新科技园”

“河南省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培训基地”。
建校66年来，学校累计为国家培养

大中专毕业生12万余人，培训各类学员
28万余人，毕业生中涌现出两名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著名玉米育种
家程相文（国家十大功勋育种家）和小麦
育种家茹振钢等一批知名校友，为河南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
出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各级
领导对学校发展给予厚望，寄语学校“进
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培养合格人才，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学
校分别被教育部、原农业部、省政府、省
教育厅授予“全国职业教育先进集体”

“全国农业职业院校产学研结合先进单
位”“全国农业职业教育先进集体”“省级
文明单位”“河南省文明标兵学校”“河南
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河南省职教攻坚
先进单位”“河南省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学校行风
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优越的地理位置

学校位于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

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区叠
加的中心区域，是郑汴融城战略和郑汴
产业带核心区，集铁路、公路、航空优势
于一体。交通四通八达，规模企业云
集，绿博园、方特欢乐世界、国家农业公
园、汽车工业园环绕四周，是你学习、娱
乐、工作的首选。

悠久的办学历史
公办院校，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设

施全、学费低。66年风雨兼程，66年春
华秋实。学校恰似一颗璀璨的明珠，历
经沧桑岁月，依然傲立于中原大地。历
史积淀赋予我们更强的使命感、责任
感，让每一个学子都能感受到父爱般的
宽广、母爱般的温情。

优秀的教学团队
师资队伍同类院校中首屈一指，

32名教授，169名副教授，博士、硕士学
位教师 355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级以上教学名
师、优秀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等 110
人，省级教学团队6个。他们将带你走
进知识的殿堂，并成为你人生的指路
人，为你的未来梦想奠基。

完善的资助体系

经济困难不是障碍，国家奖学金、
助学金、助学贷款、学院奖学金、贫困补
助、勤工助学岗位等完善的奖、助学金
体系，帮你轻松应对一切烦恼，为你的
成功保驾护航。

市场化的专业设置
上大学，找工作，这是你的追求，更

是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面向市
场开设专业，针对就业设置课程，在这
里，你的人生不是梦。

现代化的实训设备
价值13513万元的实验实训设备，

让你熟练掌握各种就业技能，完美胜任
各项岗位任务，从这里走出去，你将成
为知识丰富、技能熟练的职业人。

充足的就业岗位
20 余年的校企合作经验，省内外

500余家用人单位成为学生的实习和就
业基地，为你的实习就业提供最有效的
保障。毕业生就业率98%以上，就业质
量高。在这里，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良好的办学声誉
首批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河

南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全国职业
教育先进单位，河南省职业教育先进
单位，河南省文明单位，河南省学校行
风建设先进单位，河南省毕业生就业
先进单位……这些称号、荣誉的背后，
是承诺，是对你的责任和关爱。

辉煌的办学成就
12 万余毕业生遍布全国，更有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著名玉
米育种专家程相文和小麦育种专家茹
振刚为代表的知名校友，他们是学校辉
煌成就的铸就者，也是学校雄厚实力的
见证者。

雅致的校园环境
这里绿树成荫，四季花香，学习、生

活、工作设施完备，环境幽雅，让你在尽
享大自然的芬芳中感受知识的力量和
生活的美好。

国际化的办学思维
出国留学、国外技能实习等项目为

你的学习和就业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
会，拓宽你的国际化视野，实现你的出
国梦。

多元化的合作办学
与清华 IT、中航天使、好利来南方

公司等知名教育培训机构联合办学，共
同培养人才，入学即签订就业协议，解
决你的后顾之忧。

问：今年填报志愿及录取有何关键

政策？

答：考生填报志愿为公布成绩、分
数线之后，网上填报志愿。我校分普通
专科、对口专科招生录取（我校河南招
生代码：6282）。高职高专批实行平行
志愿，考生可以填报 1-6个高校志愿，
1-5 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
平行志愿投档分数优先，同批1-6个志
愿按先后顺序依次判定是否录取。由
于专科层次补录取消，请首次未被录取
的考生密切关注省招办或报考院校的
信息公布，保持联系，在省招办指定时
间内按时填报征集志愿。征集志愿也
存在降分的可能。

问：招生对象和报考录取办法如

何？

答：招生对象为 2018年参加全国
统一高考和我省对口升学考试的学
生。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网上统一录
取。

问：怎样填报志愿被录取的可能性

最大？有何优惠政策？

答：请考生在相应批次第一个志愿
学校填报我校。普招类考生第一志愿报
考我校，享受省定最低控制分数线降20
分投档政策；普通高中考生第一志愿报
考我校农科类专业，免缴第一年学费。

问：收费标准如何？

答：按豫发改办[2004]232号文件
之规定按年度收取学费：理工类 3600
元/年；文史类 3300元/年；住宿费分为
400元/年和800元/年两个标准。

问：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何帮助

措施？

答：按照规定，学校建立、健全和完
善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奖减助贷
补并举的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同时为贫
困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以解决学生的
实际困难。

问：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何？

答：学校设有专门的创业就业指导
机构，指导帮助毕业生择业、就业与创
业。学校与省内外500余家用人单位建
立合作关系，成为学生实习和就业基地，
毕业生就业率在98%以上，就业质量高。

问：如何能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

答：报考我校的考生录取结果，可
通过省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也可通
过我校招生咨询电话或我校官方网站

进行查询。
问：奖学金、助学金设置情况如何？

答：奖学金设置：国家奖学金：8000
元/年；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年；校
级学习标兵：2000元/年，一等奖学金：
1500元/年；二等奖学金：1000元/年；
三等奖学金：500 元/年。学生可申请
2000元—4000元/年的助学金。

迎新晚会

现场教学

文化广场

微信公众号

学院大门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招生电话：
0371-62199001 62199002

62199003 62319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