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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现有 30 个学院，95 个本科招生专
业，涵盖理、工、农、医、经、管、文、法、史、教和
艺术等 11大学科门类；有 4个博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2个博士后流动站；有38个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19个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
类别；有28个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3个国家

“十三五”国防特色学科，1个河南省优势特色
学科，12个河南省特聘教授设岗学科。学校
现有 10所附属医院，其中直属第一附属医院
是首批全国“百佳医院”。

学校现有国家级教学团队、特色专业、专
业改革综合试点、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精品
视频公开课、双语教学示范课、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等本科教学工程项目17个，教育部“长江
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 1个，省部级
教学团队、特色专业、精品课程等质量工程项
目98个；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01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195人；拥有
双聘院士 9人，国家“千人计划”“外专千人计
划”专家 5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
者3人，省特聘教授14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46人,“中原学者”3人，省学术技
术带头人24人。

二、科研基础扎实，办学特色突出

学校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2个，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人文社科
研究基地等 61个。近五年来，学校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 1项，省级特等奖 3项、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11项；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包括子项）等项目 58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 322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 6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优秀社科成果
奖等 176项；《河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被评为教育部“全国
高校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在 2017年中国
高被引学者榜单中，学校两位教师连续四年
成为“中国高被引学者”，位列全国高校第 96
名，居河南高校第 2 位。在教育部公布的
2017年度发明专利授权量前50位高校中，位
列全国高校第47名，居河南省高校首位。

学校在长期的建设与发展历程中，始终
面向国家、河南省及洛阳市经济社会发展主
战场，以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行业优势、学
科专业优势作为扎实根基，充分发挥在机械
设备制造、金属材料、新材料、轴承、齿轮、新
能源汽车、信息技术、机器人、农业工程、医疗
卫生等方面的科技优势，在产学研合作中发
展自己、奉献社会。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评估中，产学研合作项目入选全
国高校特色办学100案例。

三、培养模式完善，就
业质量优良

学校始终坚持以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为核心，按照“厚基础、宽口
径、重实践、求创新、强素质”的人
才培养理念，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工程（应用）能力培养，积极构建

“科教协同、校企协同、校地协同、国
际协同”育人体系，全面提升学生创新

意识、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大力实

施“卓越培养计划”，现有14个本科专业、5个
硕士专业获批省级以上“卓越工程师、卓越医
生、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
拥有 15个国家级、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3
个国家级、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9个
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9个国家级、
省级教学团队，3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在艾
瑞深校友会网 2018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
榜和武书连 2018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均位列
全国高校第 138名。学校大力开展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活动，并成功获批“全国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在 2017年中国高校
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中位列全
国高校第60位。

学校毕业生以基础好、专业宽、能力强和
素质高赢得了社会各界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
在京、津、沪、苏、浙、粤、鲁等经济发达地区很
受欢迎，先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输送近 30万
名高级专门人才，被全国轴承行业确定为我国
轴承行业人才培养和技术依托的仅有的高校，
被誉为轴承行业的“黄埔军校”；学校毕业生就
业率和就业质量位居河南高校前列，在 2017
年、2018年中国薪酬网《中国高校毕业生薪资
排行榜》中，均位列河南高校首位。

四、办学条件优越，校园环境优美

学校办学条件优良，教学支撑体系完备，
公共服务设施齐全。学校现有开元、西苑、景
华和周山4个校区，占地面积4212亩，建筑总
面积约 170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设备总值
6.03亿元。学校建有国内高校单体建筑面积
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馆藏纸质和电子图书
总量 400余万册；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荣获中国教育信息化建设优
秀奖。

学生根据录取专业和教学安排分别在开
元、西苑 2个校区学习，主校区开元校区占地
面积 3660 余亩，方程式设计，组团式布局。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天鹅嬉戏，群鹤争鸣。
春季科大牡丹园繁花似锦、争奇斗艳，夏季琴
湖荷花亭亭玉立、仪态万千，秋季西苑红枫叶
红似火、随风飘舞，冬季雪景银装素裹、分外
妖娆。

五、文体活动丰富，对外交流广泛

学校举办各类情趣高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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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和谐浓郁的人文氛围，陶冶学生情
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在第三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
获得银奖 2项、铜奖 2项，获奖成绩位居全国
高校第 27位、河南高校首位。在第四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中，获得金奖 1项（河南省唯一）、银奖 2项、
铜奖 3项，获奖成绩位居全国高校第 17位、
河南高校首位，学校荣获全国“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先进集体奖”。在第十二届、十三届

“挑战杯”河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中，学校连续两届以团体总分全省第一
的成绩荣获竞赛最高荣誉“挑战杯”；在第十
四届、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6项、“累进创新专项奖”2项，学
校荣获“高校优秀组织奖”。在 2018 年“创
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得银奖 2
项、铜奖 1项，获奖成绩位居河南高校首位，
学校荣获“全国高校优秀组织奖”。作为全
省唯一参赛高校，学生驾驶自己设计制作的
赛车，连续参加了七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

汽车大赛”，夺得十多项大奖，并获得“创始
院校奖”；在 2016全国大学生无人机与机器
人创新创业方案赛中荣获特等奖。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积极发展对外交流
合作。作为教育部首批认定有条件接收外
国留学生的高校，学校与美、英、俄、加、澳、
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 87所高水平大学开展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招收学历本科留学生、研究生留学生和语言
进修生。2017年，学校与俄罗斯托木斯克理
工大学合作举办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获批。2018年，学校与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
合作举办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获批。学校每年组织学生到世界知名大学
开展游学活动。

六、学生管理规范，助学体系完善

学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思想
政治教育为核心，以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为重
点，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积极推进
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开展大学生针对性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大学生日常管理与行为培养活动、大学生困
难帮扶与诚信励志教育活动、校园文化建设
活动、学风建设与学业指导活动等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培养活动，全面提升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心素
质，全面提高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社会适应
能力、合作竞争能力、学习思考能力、研究创
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领导管理能力等多种
能力。学校构建了课内课外“双轨并行 融合
联动”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按照系统化、结构
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实现大学生的全
面发展目标。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构建了国
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
家助学贷款、退役士兵国家资助、大学生服义
务兵役国家资助、直招士官国家资助、绿色通
道、勤工助学、学费减免、医疗保险、困难补
助、校内奖学金、企业奖学金等多维度资助体
系。学校把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作为学生资
助的重要工作内容和目标，实现了“学生有诉
求，学校有响应，学生有困难，学校有人帮”的
资助服务工作格局，倾心关怀学生发展，全面
推进资助育人。学校设有新生奖学金，奖励
金额为10000元。学校完善的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让每一位科大学子都能够在充满关爱
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学校网址：http://www.haust.edu.cn
电子邮箱:zhsb@haust.edu.cn
咨询电话：
0379-65627020、65627022、65627035
应用工程学院咨询电话：
0398-2183558、2168881、2168887
与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咨询电话：
0377-63270276、63210238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河南省人民政
府共建高校

●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支
持高校

●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河南省重点建设的三所综合性大学之一

●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理事高校

●河南省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

●河南考生心目中最理想的高校

学校概况

河南科技大学(简称河科大，英文简称：

HAUST) 坐落于“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中原

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是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国家中西

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支持高校、全国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河南省重点建设

的三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基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理事高校、

河南省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和河南考生心

目中最理想的高校。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现有

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研究生及留学生4万余人，

非全日制成人教育生1.8万余人。

学校 1952年创建于首都北京。1956年，

应国家工业基地建设布局的需要迁至洛阳,后

更名为洛阳工学院,隶属于原机械工业部。

1998 年，划转至河南省管理。2002 年，河南

省委、省政府为优化全省高等教育结构布局，

报经教育部批准，由洛阳工学院、洛阳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洛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

河南科技大学。2002 年 8 月，国家领导人为

学校授牌，并在讲话中提出“组建河南科技大

学是省委、省政府实施‘科教兴豫’战略的重大

举措……河南科技大学要以创建高水平大学为

目标，努力办成国内先进、居于省内高校前列、

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所综合性大学”。2015年 9

月，国家领导人来河南视察

工作，到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视察

指导，希望一附

院要像当年他

为河南科技

大学授牌时

提出的要求

一样，争创

国内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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