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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毕明理

改革开放以来，古老的中原大地以
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改革创新的发展，
不断演奏出让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乐
章。位于中原大地上，以“中原”二字命
名的中原工学院也在不断焕发出生机和
活力。进入新时代，这所为新中国纺织
服装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行业特色
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进取、扎实工
作，坚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进学校事
业发展高质量，打造中外合作办学升级
版、稳步向国内一流的特色骨干大学建
设目标迈进。

初夏的中工校园，美丽而不失儒
雅，恬淡而不失活力。七里河蜿蜒流
淌，湿地公园杨柳依依；似锦的繁花竞
相开放，姹紫嫣红浓淡相宜；青年学子
徜徉其间，身姿矫健书声琅琅。校园处
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展示着
中原工学院人的内敛和从容，在宁静之
中透着生机与力量。

奋进的中原工学院不断呈现新气
象。自1955年建校以来，学校已经发展
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纺织服装及航天技术
为特色，工、管、文、理、经、法、哲、史、艺等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特色骨干大学。

2011 年以来，在学校党委的坚强
领导下，中原工学院各项工作更是不断
取得新的进展。学校承担各类科研项
目 180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16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1项，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国防重大专项子课题等11项，省部
级科研项目730余项，教育部人文社科
项目等省部级社科项目181项，承担横
向科研项目 600项。获省部级以上科
研奖励136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3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河南
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项；被
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1638篇，出版著作
682部，获授权发明专利703件。2017
年，学校成功入选首批河南省双创基
地，中原工学院众创空间备案为河南省
众创空间。2018年，学校获批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批辐射点。

学校目前拥有金刚石高效精密锯

切工具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河南省纺织服装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河
南省功能性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河南
省功能盐材料重点实验室、河南省网络
舆情监测与智能分析重点实验室、河南
省新型纺织材料与纺织品国际联合实
验室、河南省多模式图像处理与智能分
析国际联合实验室、图像分析与机器视
觉河南省工程实验室、能源互联网优化
运行与调度河南省工程实验室、河南省
热泵空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金刚石碳
素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44个
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平台。

从2008北京奥运会到2010广州亚
运会，从国庆60周年花车游行到国际国
内各级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现场……在
各种重大场合，中原工学院人的身影已是
屡见不鲜。学校是全国连续五届夺得“全
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一等奖
的三所高校之一；中原工学院学生在全国
大学生“挑战杯”系列竞赛中获得国家级
奖项 15项，5次荣获河南省“优胜杯”；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奖数
量河南高校排名第一；第十四届全国研究
生数学建模大赛获奖数量河南高校排名
第一。工业设计专业学生两次获得素有

“国际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德国“红点设
计奖”；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获得全
国高校服装设计最高奖“新人奖”，学校获
得服装设计“育人奖”；服装表演学生更是
屡屡摘得国际国内各项赛事的桂冠。

务实的中原工学院不断增加新内
涵。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

之大。学校特别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实
施青年兴校战略，制定教师公派出国访
学（研修）管理办法，开展有组织的科研
行为，不断提升教师教书育人和服务社
会的能力。在1296名专任教师中，高级
职称教师594人占比达45.8%，博士489
人占37.7%，国家级优秀教师6人，全国
模范教师1人，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
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人；
有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7人、河南省教
学名师9人、省级优秀教师8人，河南省
政府特殊津贴3人，河南省特聘讲座教授
6人，省级及以上教学和科研团队17个。

其中，中原工学院前沿信息技术研
究院院长斯雪明教授从1986年开始从
事计算数学和高性能计算领域的研究
工作，主持和参与了国家及军队多项重
大科研项目，研究和设计了系列大规模
并行算法，并在十亿次、千亿次、10万
亿次超级计算机上进行了实现，取得了
多项重大科研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三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四
项，二等奖一项。目前担任着中国计算
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主任，福州市区块
链首席专家等多种职务。

中原工学院前沿信息技术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赵荣彩教授是国内著名的
计算机科学家，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神威
太湖之光为代表的神威系列中两代超级
计算机的副总设计师。他带领的先进计
算团队参研过银河、神威、曙光等超级计
算机系统的研制工作，承担过国家 863
等项目，曾荣获过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三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9年，中原工学院在全国首批获

批设立人工智能专业，全国仅35所，是河
南省唯一获批设立此专业的高校。学校
目前有纺织学院、服装学院、能源与环境
学院、机电学院、电子信息学院、艺术设
计学院等20个教学部门，现有63个本科
专业，1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3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硕士专
业学位授权类别。拥有“纺织服装新材
料及高端装备”河南省特色学科群A类
项目，涵盖5个一级学科。有8个河南省
重点学科一级学科，2个河南省重点学科
二级学科。2018年获批河南省博士学
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变革的中原工学院持续展现新作
为。变革是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原
工学院坚持在继承中弘扬文化传统，在变
革中坚守核心价值，永远致力于做有长远
意义的事情。学校遵循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建设国内一流高
水平特色骨干大学为目标，紧紧围绕河南
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投身河南国家发展战
略，特色办学、特色兴校、特色强校，在主
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中，凝练出“一体两翼”“三条道路”
的办学思路。学校把服务“河南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作为本体，以着力建好“纺织服
装”优势特色学科群和“航空技术”新兴特
色学科群为“两翼”，沿着“特色发展之路”

“协同创新之路”“交叉驱动之路”，在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特色

越发鲜明。
2018 年，中原工学院专门召开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这个核心，从教育教学改革、优良学
风建设、特色学科布局、科研生态重塑、
青年兴校战略、职称评审制度、校园提
质工程等方面打出“组合拳”，构建高水
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能力与知识
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
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估与反馈机
制，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刻苦学习。毕
业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强，就业质量
高，近三年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

开放的中原工学院积极走向世
界。一所大学的办学视野决定了她所
培养的人才的视野。中原工学院围绕

“以国际化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
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开
放活校战略，先后与俄罗斯、意大利、泰
国、英国、德国、美国及中国台湾等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55所教育机构开展合
作与交流。中原工学院先后与世界百
强高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世界知名
高校合作。2017年，学校与俄罗斯联
邦圣彼得堡国立宇航仪器制造大学合
作申办“中原工学院中原彼得堡航空学
院”获教育部批准。2018年 7月，省委
主要领导出席了中原工学院与圣彼得
堡国立宇航仪器制造大学签署“航空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协议仪式，对学校
事业发展提出“三点希望”。目前，该中
心被列入河南省建设“一带一路”重大
工程。学校与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签署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38名教师
成为布鲁内尔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学
校开展“留学中工计划”，设立有外国留
学生专项奖学金，俄罗斯、韩国、塔吉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
国、埃及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
生来校学习攻读硕士研究生。学校还
与德国不来梅大学共同设立有“物流管
理与工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中原工
学院还是首届河南省高校交通教育联
盟理事长单位，先后荣获“河南省引进
国外智力工作先进集体”和“河南省引
进外国人才和智力工作先进单位”。
2018年，在校友会发布的中国大学国
际化竞争力排行榜，中原工学院国际化
竞争力在河南省位居第三。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学校当前确立了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学校实现由教
学为主型大学向教学科研型大学的转变，
各项办学指标和数据基本达到更名大学
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再努力一到两年，
即到 2022年前后，学校成功更名为大
学。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
代化时，学校成为博士授权单位。学校办
学特色更加鲜明，在我省高校中的综合实
力和核心竞争力更加凸显。第三步，到
2050年，我国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时，学
校跻身国内一流特色骨干大学。

近年来，学校先后被省委、省政府评
为河南省文明单位、河南省思想政治工作
先进单位；学校党委被授予河南省高等学
校“五好”党组织、河南省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等称号；被省教育厅遴选为河南
省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被
教育部评为学籍管理先进单位、全国第二
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在
2019年度黄河教育奖评选活动中，学校
荣获河南高等教育十大杰出贡献单位。

未来，中原工学院将以更加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有效的工作业
绩，为建成国内一流高水平特色骨干大
学而努力奋斗！

中原工学院2019年面向全国30个
省（市、区）计划招生6000人，其中本科
计划5500人，专科计划500人。学校设
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
助学金等。此外，学校还设有校长奖学
金，奖金最高可达1万元；学业综合奖学
金，奖励面覆盖23%；纺织之光奖学金、
镇泰奖学金、维珍妮奖学金、真维斯大
学生助学金等行业奖学金。针对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学校设有勤工助学岗
位，国家助学贷款等，确保不让一位学
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

中原工学院招生热线：
0371-67698700
中原工学院招生处网址：
http://zsc.zut.edu.cn/

中原工学院：打造中外合作办学升级版，努力建设国内一流特色骨干大学

中原工学院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原彼得堡航空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中原工学院
官方微信
二维码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单位
●河南省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
●河南省文明单位
●河南省教学改革先进单位
●河南省科技创新十佳单位
●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河南最具国内就业竞争力高校

河南科技学院是河南省属普通本科高校，
始建于 1939年，开办有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
和高职教育。

学校地处河南省新乡市，占地 2176亩，校
舍面积 62 万平方米。学科专业涵盖农学、工
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
艺术学等 9大学科门类，下设 21个教学学院、
66个本科专业，全日制普通在校生 2.7万余人，
图书馆文献资源总量298万册（种）。学校建有
国家级特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卓越职教
师资培养计划改革试点专业等13个，河南省特
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本科工程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等 23个。建有河南省
重点一级学科 10 个，河南省 A 类特色学科 1
个。有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个，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类别7个。学校是教育部确定的首批

“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和“国家高
职高专师资培训基地”。

学校全面落实“质量立校”战略，着力培育富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
才。2001年以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项、省
级教学成果奖50余项。近三年来，学校获中国
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等各类国家级奖项200余项。建校以
来，为国家培养了12万余名高级专门人才。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拥有一支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现
有教职工 1600余人，其中教授 132人，副教授
等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424人，博士、硕士生导
师 420余人，双聘院士、中原学者 7人，省、校特
聘教授24人。现有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1 人；全国模范教
师、优秀教师12人；河南省优秀专家、享受河南
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3人；河南省教学名师、
学术技术带头人、优秀教师等 130多人。聘请
70余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兼职教授、客
座教授。

学校积极贯彻“科技兴校”战略，持续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学校是国家“2011”计划协同
创新单位，建有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设有院士
工作站2个。学校有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平台，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国际合作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38个；
有河南省科技创新团队、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
等 24个。学校完成国际合作项目、国家“863”

“97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攻关、重大
科技专项支撑计划等科研课题3600余项，获科
技成果奖1500余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7项。2013年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受到河南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成为全省高校的骄傲。

学校着力推进开放办学，积极开展国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英国、荷兰、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乌克
兰等 10余个国家的 20多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开展了本科课程合作、联合培养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联合建设实验室和科技示范中心
等多个合作项目。

河南科技学院2019年招生提示

一、录取规则
在豫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含中澳本科课程

合作项目）录取，以进档考生的“投档成绩”作为
基准成绩，按照“专业级差”规则分配专业。各专
业志愿之间的分数差值为：第1、2专业志愿间级
差3分，第2、3专业志愿间级差2分，第3、4专业
志愿间级差1分，其余专业志愿间级差0分。

在豫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录取，考生的文化
课成绩和专业省统考成绩均须达到相应批次录
取控制分数线，对进档考生按综合分排序，以

“分数优先”规则分配专业。艺术类综合分=文
化课成绩÷文化课满分×100×0.5＋专业统考
成绩÷专业统考满分×100×0.5。体育类综合
分=文化课成绩÷文化课满分×100×0.4＋专
业统考成绩÷专业统考满分×100×0.6。

其他在豫各批次录取，以进档考生的“投档
成绩”作为基准成绩，按照“分数优先”规则分配
专业。

二、中澳本科课程合作项目
学校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合作举办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信息工程、教育学等3个本
科课程合作项目。2019年，中澳本科课程合作
项目在河南省本科二批招生。

三、2019年在豫招生专业（见右表）

咨询电话：0373-3040127（招生就业处）
学校网址：http://www.hist.edu.cn
招生信息网：http://zsxx.hist.edu.cn
招生专用邮箱：zhaosheng@hist.edu.cn

批次

本科
一批

本科
二批

（中澳项目)

本科
二批

专业名称

国际经济与贸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信息工程

教育学

生物科学

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

农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

会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

物流管理

汽车服务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科学与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旅游管理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动物药学

动植物检疫[动物检疫方向]

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

园艺

园林

环境科学

植物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动植物检疫[植物检疫方向]

教育技术学

通信工程

信息工程

物联网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应用化学

材料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

类别

文史/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文史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文史/理工

文史/理工

文史/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文史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批次

本科
二批

艺术
本科
A段

体育
本科

对口
本科

专业名称

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

法学

汉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教育学

学前教育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应用统计学

英语

商务英语

音乐学

舞蹈学

动画

美术学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

书法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

体育教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农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机电技术教育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烹饪与营养教育

旅游管理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园艺

园林

植物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工艺

音乐学

工艺美术

服装设计与工程

学前教育

类别

文史/理工

文史

文史

文史

文史

文史

理工

理工

理工

文史

文史

音乐类（综合）

音乐类（舞蹈）

美术类

美术类

美术类

美术类

美术类

美术类

美术类

表演类

文史/理工

文史/理工

种植类

种植类

国际商务类

市场营销类

机电与机制类

电子类

烹饪类

旅游类

养殖类

养殖类

种植类

种植类

种植类

种植类

计算机类

化工类

音乐类

美术类

服装类

幼师类

招生在线 官方微信

国标代码：10467 河南招生代码：6025 6026（专升本）

河南科技学院2019年在豫招生本科专业

注：本表不含国家专项、地方专项、专升本、高职高专等批次专业；录取规则与招生专业以河南省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