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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郝景昊 张颖 常书辉

“底薪 4500 元到 7000 元”“带薪
休假、探亲补助、住房补贴”……近日，
610家企业带着 30000多个岗位齐聚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龙子湖校区花样

“抢”人，该校 10789名毕业生供不应
求，大多数毕业生半年前甚至一年前
就“名花有主”，很多企业因为没有招
到人才失望而归。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情
况下，为什么这里的毕业生如此抢
手？“学校以产教融合为引领，让学生
在学习实践中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
掌握过硬技能，全面提升素质，成为富
有创新创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备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穆瑞
杰如此总结。

近年来，该校坚持立德树人，紧紧
围绕行业和区域需求开展应用型人才
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生毕业后不仅能高质量就业，还能
成功自主创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
献。这其中不仅有公司市值百亿元的
知名企业董事长，还有在校创业实现
年入数十万元的大学生创客。“接地
气、好就业、能创业”成为学校一张亮
丽的名片，赢得了良好的社会赞誉。

初心不改，为社会培养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作为一所本科院校，在社会普遍
追求高学历、高校严重同质化的当下，
如何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赢得更大
的生存空间，一段时间内成为困扰师
生的一道绕不开的发展难题。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通过反复探
索和论证，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将目标
锁定在办学的初心——为社会培养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上。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穆瑞杰认为，学
校根植中原大地，背靠区域行业，应该
积极发挥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
引领和支撑支持作用，为社会培养高
素质的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应
用型人才。

在立足本科办学规律和高等教育
发展形势的研判后，学校提出了“新本

科意识”概念，确立了“应用型本科”
的办学定位，继承并发扬“重实践教
学，重能力培养”的优良办学传统，把
学校发展融入社会、行业，把服务企
业发展与推动学校发展有机结合，积
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确立
了“学科为体、专业为用”的学科专业
发展策略，坚持把转型升级、特色发
展作为发展策略和发展路径，并最终
确立“建设特色鲜明应用型大学”的
办学目标。

“事实上，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这个
名字就昭示了我们的初心。我们坚持

‘应用型’定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培
养应用型人才，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

‘师’型人才。”该校校长罗士喜说。
“初心”体现在目标定位上——河

南是畜牧业、食品加工业、商贸物流业
大省，特定的省情和国家发展战略定
位，迫切需要一所为牧工商一体化服
务的本科院校。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就
是属于这样的学校，学校坚持从产业
中来到产业中去，重点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的畜牧师、会计师、工程师等“师”
型人才。

“初心”体现在学科专业上——学
校主动适应新工科、新技术和新兴产
业，重点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的应用型学科专业，“创新”动物生产
类学科专业，“培育”新工科类学科专
业，“繁荣”商贸物流类学科专业，努力
构建牧工商一体化的学科专业体系。

“初心”融入学生梦想里——学校
精心培育每一个学生，除了理论学习
之外，还通过校企合作、实践锻炼等活
动让学生真正的“动起来”，学有所向、
行有所趋，成为“进城能就业、回乡能
致富”的实用型人才，帮助他们实现自
己的创业兴业梦。

匠心筑梦，把实践育人
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CIMA商业精英国际挑战赛、全国
“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
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大赛、全国大学
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赛、中国大学生
计算机设计大赛……这些享誉业界的
比赛中，无一例外总会出现河南牧业经
济学院学生获奖的身影，这与学校多年
来的实践育人密不可分。

作为河南省本科转型发展试点学
校，在逐梦前行的路上，河南牧业经济
学院致力于为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近年来，学校按照“就业
导向、质量根本、产教融合”的基本思
路构建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着
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可
持续发展能力，将实践育人融入学校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实践育人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
上——通过开展“卓越人才培养工
程”，大胆探索产教融合新机制、校企
合作新路径、实验教学新体系、就业创
业新模式，逐步推进“分层教学、分流
培养、项目驱动、定向就业”。通过校
企共建二级学院、工作室、校中厂，将
教学内容融入设计或生产过程，让经
理走上讲台、把工厂搬进学校，让学生
走进企业、把车间当成教室，做到在教
学中生产、在生产中教学，让学生感受
到真实的职业环境，实现毕业与上岗
零过渡。

实践育人体现在师资队伍建设
中——推动“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
设。通过实施“卓越教师引领工程”和
专业教师与技术人员的“双聘工程”，邀
请行业企业专家来校上一门课程、带一
支团队、抓一个项目、做一次展示、出一

批成果，吸收来自行业、企业一线的高
水平兼职教师参与团队建设。强化教
师到行业企业生产一线接受培训、挂职
和实践锻炼，培育“上台能讲课，坐下能
科研，进厂能服务”的专家型教师队
伍。目前学校 1700多名专业教师中，
有“双师双能型”教师900余名。

实践育人体现在创新创业教育
里——学校注重双创教育，积极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创业氛围浓
厚。现拥有的 2个省级大学生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350 多个实训基地成为
学生们理想的创业“孵化器”、就业“练
兵场”。目前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累计孵化成功大学生创业项目 100
余个，孵化年产值超 200万元企业 15
家、超100万元企业21家。

“特色”为笔，产教深度
融合构建命运共同体

特色化，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
重要趋势，也是高校的生存之道、发展
之道。罗士喜说：“没有特色就没有品
牌。学校坚持特色发展，提升核心竞争
力，在服务社会中找位置、找机会、抓机
遇，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强，走出了一条‘牧工商一体化，产与教
相融合，校企生良性互动’的办学道路。”

近年来，学校深耕河南庞大的农牧
业与商贸市场，高起点打造校企合作办
学模式，建设集实习实训、技能鉴定、技
术研发、职业培训和生产服务等于一体
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实现功能系列
化、环境真实化、人员职业化、设备生产
化、管理企业化，让学生感受到真实的
职业环境，同时也激活了企业的发展活
力，赢得了企业和学生的点赞。

学校与雏鹰农牧集团合作共建牧
工商产业研究院，校企共建协同育人

平台，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多形式的校
企合作，为学生打造从校门到企业“就
业直通车”。与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河南仲景药业有限公司、河南金星
啤酒集团合作设立了“华兰班”“仲景
班”“金星班”等订单班，校企双方共同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在技术、人才培养
等方面深度合作，学生毕业经企业考核
合格，可直接进入相关企业工作。

与此同时，学校还与河南省君友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省百业会计咨询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共建了“百
佳物流超市”“会计真账实训中心”“旅
游超市”等“校中厂”，让企业进到学校，
把课堂建在企业，实现毕业与上岗零过
渡，打通学生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踔厉奋发，应用型培养
铸就学子出彩人生

正是得益于长期坚持应用、服务
社会的办学理念不动摇，近年来，河南
牧业经济学院办学实力、人才培养质
量有了显著提升，对地方经济社会的
人才支撑、智力支持作用日益凸显。

毕业生连续多年97%以上的就业
率、在中国校友会版河南省大学综合
实力排行榜上由25位跃升到16位、考
研学霸班频出……成为学校快速发展
过程中出色的注脚。

在学校的快速发展中，学生是最
直接的受益者。

卞陆杰是该校制药工程学院的学
生，入校后，他对动物科学的浓厚兴趣
引起了班主任和学院领导的注意。学
校为其选派了教学科研能力很强的马
霞博士作为指导老师，还专门腾出一间
办公室作为他的创新创业研究室，很快
他就以《动物标本的制作方法》申请了
他的第一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在全国

“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收获

了一等奖。除了专业技能学习实践以
外，在校期间他还参与老师新项目、新成
果的研究与开发，在学习实践中，他的创
新创业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如
今他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4项，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3项，参与发表各类论文12
篇，并考取了今年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名
副其实的“专利王者”和“人生嬴家”。

得益于学校的培养，一些优秀毕
业生走上自主创业之路，从“找饭碗”
到“造饭碗”。张帅，2011年考入学校
养殖专业，在养鸡场实习的经历让张
帅萌发了创业的念头。在学校的校企
合作单位，他恶补自身实践经验的不
足，毕业时他已经成为一名既有专业
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养殖能手了。毕
业后他放弃了去北京发展的机会，选
择了一条别出心裁的创业路：用中草
药养鸡。如今，张帅已联合养殖户组
成了合作社，肉鸡年存栏量达 50 万
只，实现了自己科学养殖的创业梦。

近年来，学校与 27个国家和地区
的 54所高校、研究院所建立了合作关
系，国家自科社科基金、省级重点学
科、重点实验室、省级创新型科技团队
及省级工程中心建设不断取得突破，
学生就业率稳居全省高校前列，先后
获得省级文明单位、河南省“具有品牌
影响力的典范高校”、河南省综合实力
20强领军高校、改革开放40周年具有
国内影响力河南高校等多项荣誉称
号。

潮平海阔，千帆竞发。立足新起
点，站立新时代，穆瑞杰对学校的未来充
满信心：“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
续坚持应用型的发展定位，打造学校发
展特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社会培
养更多更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
实现学校建设‘全国知名全省一流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奋斗目标。”

不忘初心 以产教融合引领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探索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纪实之一

2018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学校与河南省畜牧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龙子湖校区

作为宋河酒业“礼遇最美新娘”活动
的首创者和策划人，宋河酒业副总裁兼
营销公司总经理朱国恩在颁奖典礼上畅
谈了策划“礼遇最美新娘”活动的初衷。
朱国恩说，公元前 518年，孔子问礼老子
于古宋河之滨，老子以古宋河水酿造的
美酒礼遇孔子；从汉代至宋代，先后又有
八位帝王亲临鹿邑，设坛以宋河之酒礼
遇先贤老子。所以，由古至今，宋河美酒
便享有“圣人的礼遇、皇家的礼遇”之称。

礼遇中国三千载，荣耀盛世五十年，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如今的宋河酒业
已成为综合实力豫酒第一的大型白酒酿
造企业，以国字宋河为代表的豫酒高端
品牌，被中国酒业协会认定为“中国（河
南）地域文化标志酒”，并于 2018年被授
予“中华文化名酒”荣誉，也是上海世博
会河南馆唯一指定白酒。多年来，在诸
多省内外重大活动中被遴选为礼遇专用
品牌，以中国礼遇，礼遇中国。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每个人的渴
望，比如坚定的爱情，幸福的生活等。宋
河酒业礼遇最美新娘的品牌活动，正是宋
河以美酒礼遇爱情，礼遇美好的有力行
动。“礼遇最美新娘，已不是简单的评选，
而是一种艺术的欣赏和美丽的发酵，通过
一瓶酒，留住美丽时光的味道，营造关于
幸福的温馨记忆，这也是宋河酒业礼遇最

美新娘活动得到众多年轻消费者积极参
与的魅力所在。”朱国恩说。

每一次的创新和突破，道不尽宋河
酒业在品牌之路上的探索与创新，在每
一次活动中，每一位消费者都能深深感
受到宋河酒业作为中国礼遇文化传承
者、领导者对礼遇之心的不懈追求，对豫
酒振兴的不懈努力。作为河南喜宴市场
上最匠心独运的营销、品牌活动，“礼遇
最美新娘”已成为独属于宋河酒业的喜
酒标签。在颁奖盛典的最后，于 54对新
人和众多媒体的见证下，宋河酒业根据
时间维度和爱情特征，将“礼遇最美新
娘”活动分为“恋如春酿、爱如夏香、醉爱
一生”三个篇章正式发布，进行时间分别
在每年的 3-5月，8-10月，12月-次年 2
月，以诚挚的礼遇之心，传递着我国酒类
消费的正能量！ （高利艳）

见证最美：
宋河以三大爱情篇章礼遇最美爱情2

礼遇最美新娘 倾情代言宋河

54对新人以最美爱情见证“恋如春酿”
爱情如酒，历久弥香。美酒与爱

情，都是这个世间不容辜负的，但如何

将爱情与美酒，这两样世间“至美”有

机结合，让浓情佳酿在有情人唇齿间

蔓延的同时，也能在灵魂中渗透，记忆

里留香？这似乎是个营销学也难以解

决的课题。2018年 3月—5月，宋河

酒业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覆盖结

婚新人的“万里挑一，礼遇最美新娘”

市场活动，6月 30 日又以一场题为

“礼遇最美新娘”的盛大颁奖典礼，将

这一美酒与爱情的完美结合落到了实

处，54位荣获“最美新娘”称号的新人

为宋河美酒倾情代言，宋河酒业则通

过和年轻人的甜蜜“恋爱”，将省政府

倡导的“全民喝豫酒、全民代言豫酒”

这一政策落到了实处。
品味爱情：
54对新人以最美爱情倾情代言宋河1

在“宋河酒业礼遇最美新娘（春季篇）”活动
中，准备结婚的新人只要预定、购买宋河酒业指
定产品（国字宋河、秘藏宋河等）作为婚宴用酒，
便可上传自己的婚纱照，参与宋河酒业最美新
娘评选活动，投票期结束后，根据各位新娘得票
数，产生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个层
级的奖项，而宋河酒业也将以旅游、现金、美酒等
多种方式奖励，礼遇最美新娘，礼遇人间爱情。

在“宋河酒业礼遇最美新娘（春季篇）”颁奖
盛典现场，宋河酒业根据青春、婚恋、老年三个
时间维度，设计了三个场景，新郎新娘们纷纷选
择自己喜欢的场景，以青春之名、爱情之坚、白
首之约为宋河代言。

“上学的时候第一口酒就是喝的鹿邑大曲，
鹿邑大曲真的是渗透进我们整个的青春，也是
初恋中渗透进血液的味道。”陪爱人参加最美新
娘颁奖盛典的耿先生说。

“我们相恋 12 年，经历过留学、贫穷、分
离，感谢我爱人的不离不弃，最终我们在今年
4 月底走进婚姻的殿堂，我们相恋的过程，像
极了一瓶宋河好酒，在岁月的雕琢与流转中，
更加舒缓从容。感谢贫穷的日子里鹿邑大曲

作为一瓶家乡酒为我们带来的快乐，也感谢结
婚时国字宋河给我们、给亲友带来的文化和口
感上的礼遇。更感谢宋河酒业通过一瓶好酒、
通过这样一场活动，替我们保存了这样一份终
生难忘的醇香的记忆。”说起恋爱到婚姻的这
段经历，获得特等奖的杨静夫妇早已是泪光闪
闪。

河南省酒业协会秘书长蒋辉夫妇、总工程
师赵书民夫妇，都饶有兴趣地参与了此次颁奖
盛典。蒋辉、郭跃丽夫妇更是现场分享了自己
历经三十年的爱情经历，“遇见是心动，热恋是
微醺，如今是沉醉。”蒋辉透露，在自己和夫人
30年来的婚姻生活中，美酒是他们爱情保鲜的
最大秘诀，“宋河酒业为消费者酿美酒、用丰富
多彩的品牌活动传播美酒的初衷，正是为了服
务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幸福生活，所以我
们在美好的爱情里，又怎能少了美酒的调剂？
如果要我给在座年轻人一句美好祝福的话，我
只能说，何以欢乐，唯有宋河！很幸运，你们婚
姻生活的开始，就有宋河美酒的陪伴，希望大家
在这一份醇香的陪伴下，更加天长地久，一生幸
福！”蒋辉动情地说。以青春之名，为宋河代言

蒋辉夫妇为获得特等奖的选手颁奖

以爱情之坚，为宋河代言

与会嘉宾集体合影并为宋河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