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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工学院 让梦想飞进现实
□本报通讯员 茅杰

安阳工学院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
大古都之一的河南省安阳市，是一所公办全日
制普通本科高校，是全国第九所、河南省第一
所培养民航飞行员的高校。

办学定位科学，航空专业特色鲜明

学校坚持“应用型”办学定位，以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
向，集中力量打造航空专业集群，目前开设有飞
行技术、交通运输（航空机械方向、航空签派方
向）、物流管理（航空方向）、安全工程、飞行器适
航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航空电子方向）、土木工
程（机场建设方向）、生物技术（航空植保方向）、
商务英语（航空乘务英语方向、民航服务英语方
向）、飞行器制造工程等10个相关本科专业，以
及直升机驾驶技术和民航空中安全保卫2个专
科专业。学校飞行学院现有在校学生共计910
人，其中飞行学员263人。建有“人机与环境工
程”省级重点学科、“飞行技术”省级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飞行器仿真与机载设备”市级重点实
验室和校级“民用航空虚拟仿真教学中心”。投
入经费5000余万元，建成飞行模拟与维修、民
航物流和民航电子电气三大实训中心。飞行模
拟与维修实训中心拥有B737-300等 4架实训
飞机和民航 CBT、陆空通话、飞行模拟、空客
A320-3D模拟维护等20个实训室以及与南方
航空河南分公司联合共建147基础培训基地；
物流实训中心拥有国际货代、三维物流互动仿
真、综合业务模拟和空港智能仓储等4个实训
室；民航电子电气实训中心建有模拟电子线路、
航空电子电气基础、航电维修理论以及机载电
子设备创新等9个专业实训室。

经教育部和国家民航局批准，学校 2012

年开始招收飞行技术专业学生，本专业采用订
单式培养，施行准军事化管理，设立营养伙食
补贴，目前已有四届毕业生共 111人，主要签
约到上海吉祥航空、昆明航空、顺丰航空、金鹏
航空、首都航空、华夏航空、成都航空、云南祥
鹏航空、河北航空、长安航空、广东龙浩航空、
东海航空和天津奥凯航空等航空公司，毕业生
均受到航空公司和社会的一致好评。学校坚
持以校校合作和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共谋发
展，目前拥有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国家体
育总局安阳航空运动学校、青岛九天国际飞行
学院、珠海中航飞行学校、新疆天翔航空学院、
美国 ISCAO航校、美国 SAA航校、美国三角
洲州立大学、美国绿河学院、韩国韩瑞大学和
台湾中华科技大学等多所合作院校；拥有南方
航空公司河南分公司、河北致远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河南中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天津中天
翔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美国航空运动协会
（ASA）等多所校企合作单位。2017年、2018
年学校连续两年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民用航空
发展高峰论坛，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学科专业布局优化，工科优势突出

学校主动对接地方产业发展，调整优化学
科专业布局结构，集中资源打造先进装备制
造、土木建筑、化学化工、电子电气与信息技
术、生物食品及农产品专业等五大工科专业集
群及应用文科专业集群。学校现有全日制普
通本、专科在校生 22451人，设置有 57个本科
专业（工科专业 34个）进行招生，专业涵盖工
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艺术学、
农学等 8大学科门类，基本形成以工为主、理
工结合、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体系。现
有教职员工 1238 人，具有正高职称教师 97
人、副高职称教师 295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

位教师 879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省管专家、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省科技创
新杰出人才等省市级各类人才近60人。常年
外聘院士、知名专家50余人。学校建有“河南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国家精准农业航空
施药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安阳工学院分中
心”“河南省动物疫病防控与营养免疫院士工
作站”“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安阳工学
院基地”“河南省生物再生能源装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河南省高精密主轴工程实验室”

“河南省全媒体科普传播中心创作基地”“河南
省兽用生物制品研发与应用国际联合实验
室”“河南省野生棉种资源挖掘与利用工程实
验室”“河南省高校机床测试与仿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省市级平台及重点实验室36个，
与中国台湾昆山科技大学共建“微精密制造”

“环境工程技术”2个研发中心。
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积极开展科研工

作，狠抓教育教学质量建设，加强学习规划、职
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教育教
学质量不断提高，科研能力不断提升，学生动手
能力不断增强，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0％以上，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欢迎。

创新开放理念引领，构建特色育人模式

学校高度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着力
提升创新创业能力，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建有各
类校内综合实验实训室58个，建有中国农业科
学院棉花研究所、安阳钢铁集团、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南方航空河南分公司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85个，建有创业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设有创业扶持基金，学生“双创”能
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学校学生在全国“挑战杯”
系列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ACM-ICPC国际大

学生程序设计竞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等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

学校着力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每年设立国
际交流专项奖学金 100 万元，资助学生出国
（境）留学、研修、交流学习。2014年起，学校先
后选派 10批共 200余名在校大学生赴台湾地
区进行为期半年的研修学习；2015年起，学校
每年组织暑期大学生境外夏令营活动，近 230
名同学参加了夏令营活动。2019年学校将继
续组织在校学生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
校、北密歇根大学、英国提赛德大学和我国台湾
义守大学进行夏令营活动。学校目前与境外的
50余所高水平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与英
国提塞德大学合作举办有土木工程专业中外合
作办学本科项目，与荷兰布雷达应用科技大学
合作举办有城乡规划专业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
目，与美国航空运动协会共建有“中美大学生创
新创业学院”和“互联网+航空跨境贸易中心”，
与中国台湾昆山科技大学共建有“微精密制造
研发中心”与“环境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在国家奖助学金的基础上学校设有校长
奖学金、安工奖学金，用于鼓励学业优秀、贡献
突出的在校学生，每年奖学金金额达到250余
万元，奖励人数达到1000余人。

学校着力特色文化育人体系建设，积极实
施“安阳文化进校园”工程，该工程获批河南省
第一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品牌重点建设
项目，荣获“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优
秀品牌”。开设安阳文化系列选修课，建有安
阳文化展馆，将安阳厚重历史和地域特色文化
融入校园建设中。

辛勤耕耘结硕果，砥砺奋进谱新篇

学校先后荣获“省级文明单位”“河南高等教
育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典范高校”“河南省十大创新
创业典范高校”“河南高等教育就业质量最佳示范
院校”“河南综合实力20强领军高校”“河南最具
就业竞争力领军高校”“河南省引进国外智力工
作先进单位”“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优秀奖”

“河南人民满意的高校”“河南最具国内就业竞争
力高校”等荣誉称号，2017年获硕士学位授予立
项建设单位。当前，学校正抢抓机遇，聚力重干，
创新发展，按照既定的“1324”发展思路，为把学
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奋斗的安工人豪情满怀，热情的安工人胸襟
博大，希望与你携手开启新征程、共创新辉煌！

欢迎报考安阳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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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再出发

黄淮学院：努力建成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高校
□本报记者 张建华

黄淮学院是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的
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学校位于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
最中”美称的驻马店市。校园环境清新幽雅，办
学条件优良，公共服务设施齐全。学校占地
2460多亩，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教职工1200
余人，设有17个二级学院，全日制普通在校生2
万余人，馆藏图书268万册，基于云计算的数字
化校园建设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学校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动融入区域产
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创新办学模式，推进协同育人，努力
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
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地方性、国际化、开放
式、应用型办学道路。学校先后被确定为教育
部应用技术大学战略改革试点院校、中国应用
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全国首批
创新创业 50强高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示范校、河南省首批示范性应用技术类
型本科院校。

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学校把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写进《黄
淮学院章程》，明确了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为核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办学组织形态和人
才培养新路径；与 200 多家政府机构、行业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组建“黄淮学院合作发
展联盟”，促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推进教学、科
研、管理、服务一体化协同创新，形成了政、校、
企共同参与的合作办学模式和协同育人机制。

瞄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人才需求，
学校与企业共同实施“学科专业改造提升计
划”，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停招传统专业，新增了
21个与地方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型产业关联度
高的新专业，重点建设了 6大特色专业集群，提
升人才供给的吻合度、精准度和有效度，实现

“产业+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校企共建二级学院正是学校与企业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模式。黄淮学院与企业共建了驻马店电子
商务学院、达内数字艺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等
6个行业二级学院，积极推进“六个共同”，即校

企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共同实施教学、共同评价
人才质量、共同培育师资、共同开展研发、共同
组建基地，实现“四个合作”，即合作办学、合作
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形成全方位、全过程
的校企协同育人网络矩阵。

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紧扣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学校先
后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多次修订，在培养方案
修订过程中，邀请行业企业全程深度参与，将企
业元素和职业标准融入培养方案之中，把校企

“双主体”育人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以
产业技术进步为驱动，按照知识技能循序渐进、
教学项目贯穿始终的思路，构建了“四位一体”

“模块+平台”的特色化应用型课程体系，着力强
化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立足高质量发展，黄淮学院以“一师一金
课”为抓手，突出“去水增金”目标要求，每年确
定 100 门左右的主干课程作为教学范式改革
试点，以点带面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创新，提升
课堂教学的应用性品质。在教学内容改革上，
瞄准企业项目开发的技术选型，把教学内容融

入设计或生产过程，增强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和
应用性；在教学方法改革上，以任务驱动式课
堂教学改革为重点，彰显“做中学、学中做”的
应用型培养特色，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学
习和发展需求。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打造“双师双能型”教
学团队。学校积极推进“双聘人才引入计划”，
在学校和二级学院两个层面聘任企业优秀专业
技术人才，实现了校企携手。投入500万元，建
设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搭建师资培养培训平
台。每年选派 100名专业教师到联盟单位、企
业生产一线和相关机构，参加不少于 3个月的
专业实践。目前，学校“双师双能型”教师占专
业课教师总数的 57%，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提供了有力保障。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引领和支撑社会
创新发展，是时代赋予高校的使命与要求。学
校与企业合作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创新孵化中
心，组建专兼职创新创业导师团，打造“1+N”创
客空间集群；同时，构建以“五个融入”为特色的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把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
育有机结合，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近三年，培
养了一批师生创业先进典型，孵化了70多个科
技创新型小微企业，其中２个公司已在中原股

权交易中心新四板挂牌上市；学生在全国和省
级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 300余项，10多个项目
荣获全国一等奖和河南省特等奖，10余名学生
入选“全国大学生创业英雄100强”。学校被确
定为首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首批国家级
众创空间。

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

近几年，学校先后与企业合作共建了“教育
部—中兴通讯 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数字化
设计与 3D打印创新中心”“高校数字媒体产教
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等 11 个产教融合平
台，以及 23个省市级协同创新中心；与教育部
学校规划建设中心、驻马店市政府等部门合作
成立了驻马店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企业家学
院和乡村振兴学院。一系列产教融合平台的建
设，为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围绕专业、学业、创业、职业和企业“五位
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学校与地方政府
和行业企业合作，共建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黄淮置地建筑技术研发中心、梦工场、文化创
意一条街等校内实习实训平台，以及 229 个
校外综合性实习实训基地。在每年提供近
3000 个实习实训岗位的同时，进一步打通企
业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留住人才的渠道，形
成“知识学习+实践锻炼+基地就业”的实践
教学新生态，提升了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
和社会满意度。

学校积极搭建国际化人才培养大平台，
与国（境）外 20 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全方
位引进国（境）外应用型的优质特色教育资
源，合作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万余名，千余
名学生实现了出国留学。目前，中外合作办
学本专科项目达到 12个，在校项目学生 3000
余人。从 2014 年起，学校连续承办了六届教
育部“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借助论
坛这一高端平台，学校加入了中美“双百计
划”、中荷应用技术大学合作项目，实施了斯
旺西大学—黄淮学院国际研究所、黄淮—迈
索尔国际软件工程学院等国际合作项目，形
成了具有黄淮学院国际化特色的产教融合和
人才培养模式。

站位新时代，黄淮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全国
教育大会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按照“补短板、

强特色、守正创新，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
高校”工作主线，全面深化“四项建设”，即“以加
强党的建设为引领的政治领导力建设，以建成
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为引领的核心竞争
力建设，以增强全体黄淮人的向心力为引领的
凝聚力建设，以提升黄淮学院的美誉度为引领
的影响力建设”，真抓实干，加快推动学校实现
更高质量发展。

黄淮学院学生获得迈索尔大学硕士学位

学校成功承办六届教育部“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 校地共建黄淮电子商务学院成立

黄淮学院微建筑工作室正在研究建筑设计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