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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学院：七十年沧桑历程 七十年辉煌成就
□本报通讯员 侯玉印 孙丹

今 年 以 来 ，新 乡 学 院 获 团 中 央
2018年“镜头中的‘三下乡’”社会实践
评选活动多项表彰；新乡学院“印象长
白山，筑梦新时代”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荣获“最具影响好项目”奖，学校商学院
赴陕西户县教育关爱服务社会实践团
队长李朋博同学荣获“强国一代新青
年”称号；学校学生作品《共生》荣获第
二届“科德杯”全国大学生无人机航拍
竞赛优秀奖；学校纪录片作品《保庆的
战争》入围2017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学校在2018全国学生社团影响力展示
活动中荣获优秀组织奖，校报大学生记
者团荣获 2018-2019年度优秀校园媒
体，新媒体协会荣获“全国学生最具影
响力新媒体社团”称号。

在河南省第十六届高等学校师范教
育专业毕业生教学技能大赛中，学校闫
林、韩露露等8名学生喜获一等奖，吴世
娟等8位指导教师获得优秀辅导奖，学校
荣获团体二等奖；在共青团中央和未来
网共同举办的“燃青春，聚能量”2018年
第三届全国学生社团影响力展示活动
中，新乡学院与四川大学、郑州大学共20
所高校荣获“全国学生社团优秀组织
奖”。校内大学生记者团等8个学生社团
荣获“全国学生最具影响力百强社团”奖
及“全国学生最具影响力新媒体社团”奖
等 9 项荣誉，获奖级别和数量在全国
1000余所参赛高校中名列前茅。

以上列举的骄人成绩只是新乡学
院近一年来办学成就的缩影。作为一
所普通本科院校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
水平的荣誉？这源于学校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先进的办学理念。

新乡学院的教育资源——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新乡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
本科院校，坐落在豫北历史名城新乡
市，2014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将于今年 10月迎来办学 70
周年校庆。学校秉持“开放、包容、求
实、创新”的校训，树立“以人为本，厚德
强能，开放创新，和谐发展”的办学理
念，弘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办学
精神，坚持走“开放办学、合作办学、错
位办学、因地制宜办学”之路，致力于构

建“人本化、开放式、合作型、求错位、接
地气”的办学模式，实施了“质量立校、
人才强校、科技兴校、特色名校、文化厚
校、开放活校”六大战略，走出了一条具
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文脉赓续，贤
才辈出，历经变迁，芳华依旧——新乡
学院人屹潮头，树高德，金柳阳光，生机
勃勃。

环境秀雅，木葱花妍，景致怡人，和
美融融。学校占地面积 2130亩，建筑
面积近75万平方米。学校现有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总值 4.2 亿元，馆藏图书
168 万册,电子图书 111 万余种，中外
文报刊 1520 余种，中外文数据库 50
个。学校建有先进完善的计算机网络
服务系统，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
楼、图书电教大楼、学生公寓和标准体
育场等，基础设施完善，办学条件优越。

励学敦行，书声琅琅，厚德载物，继
往开来。学校目前有全日制本专科在
校生 25000余人，成教生 10000余人。
有教职工 1800人，其中专任教师 1300
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 500 余
人，具有博士、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
1100人，“双师双能型教师”占专任教
师比例近 60%。柔性引进包括院士、
作家等 43位高层次人才和知名专家。
现有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河南省教学名师、河南省
优秀教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
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等49人。

莘莘学子，五湖四海，教体科文，广
育人才。学校现设有 60个本科专业，
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
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历史学、农学、
医学等 11个学科门类，专业设置与地
方行业、企业需求高度契合。

2019年计划招生本科专业 66个，
招生人数 4210 人；招生专科专业 20
个，招生人数2000人。

新乡学院的培养目标——
学有所用，技有所长

凤鸟纷至，纳贤聚才，教书精深，雄
心满怀。学校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科
研工作，积极开展校地合作、校企合作，
走政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为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近年来，学校 13个省级专业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2个省级、校级重
点学科，1个院士工作站，24个省、市级

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
市级协同创新创业中心，1个省级优秀创
新型科技团队，1个省级高校科技创新团
队，13个校级科技创新团队，《管理学刊》
为CSSCI来源期刊。先后承担各级各类
科研项目1965项。近两年国家级科研
项目获批数量在全省新升本院校中排名
前列，获得地厅级以上科研奖励577项，
被 SCI、EI、CSSCI 等收录或转载论文
978篇，获得国家专利727件。研发并推
广应用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银锌电池
智能充放电装置、基于虚拟样机的起重
机械虚拟检测平台、绿色滑板润滑材料
制备工艺等一批优秀成果，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能力不断提升。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为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提供了根本保证。
强力推进“5433 人才师资队伍建设计
划”，组织实施“教学名师和讲坛新秀工
程”“创新引飞导师工程”“师资培训工
程”“管理队伍建设工程”“高层次人才
队伍建设计划”“创新学者队伍建设计
划”“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计划”

“教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等“四工
程、四计划”人才建设项目，柔性引进院
士、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48人，师资
队伍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

神采飞扬，和衷共济，谋求发展，携
手同行。学校紧密对接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和“中国制造2025”
试点示范城市群建设，深入推进转型发
展，扎实开展转型专业建设和专业硕士
学位点的培育工作，深化政产学研合

作，突出特色专业建设，推进与新乡市
红旗区人民政府、西安交通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合作，以智能制造技术为抓
手，与 120余家行业企业组建了 3D打
印产业技术联盟，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本
科层次 3D打印学院，设置 3个本科专
业方向，在全省乃至全国快速领跑。先
后与企业行业共同组建电动汽车学院、
心连心学院、电池学院、华兰学院、华迪
IT学院、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比
干学院、新乡发展研究院、太行道德学
院、经典诵读研究院、侯德昌书画研究
院、沿黄经济发展研究院、大数据学院，
建立了 29个专业建设理事会，建成了
12个协同育人创新中心；以联盟为纽
带，开展“双向互进”计划，加强校内外
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全力打造工业 4.0
人才培养区、文化创意与服务人才培养
区、生物医药人才培养区、创新创业孵
化园、创业一条街，加速构建“三区一园
一街”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基地，率先
获批“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示范
基地”称号，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取
得了突出的办学成绩。

学校坚持走国际化办学道路，积极
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坚
持派学者、教师赴美国、英国、德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交流或进修，聘请国外知
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先后与美国贝
佩丝大学、新西兰塔拉纳基西部理工学
院、加拿大北方应用理工学院、英国东
伦敦大学等国外高校签订合作办学协
议，生物技术专业开展本科层次国际合
作办学，联合培养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新乡学院的教育成果——
创业就业，广受好评

栉风沐雨，风光旖旎，新乡学院，阔
步向前。学校坚持“以本为本”，推进

“四个回归”，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施公
共课改革，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八大核
心要素，实施“创新引飞+”全程全员全
方位育人工程，构建“课堂教学+”“课程
学习+”“核心板块+”“行业能力+”“核心
素养+”“毕业证书+”育人体系，建立了
合格、优秀、卓越三级激励机制，增强了
学生创新创业和就业能力，人才培养质
量不断提升，培养了“专业知识好、实践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上手快可持续”的
高级应用型人才，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
设，搭建了以“四个自信”数字体验馆为
主体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形成了

“教书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
育人”的实践育人特色体系，获河南省
教育改革特等奖，先后为社会培养了30
余万名优秀人才，《光明日报》《中国教
育报》《河南日报》和新华网等多家媒体
对学校的实践育人工作进行了报道。

近五年，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
新、创意、创业”挑战赛、全国大学生机械
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
赛中获国家级一等奖82项、二等奖162
项、三等奖 158项，省级比赛获得奖项
800余项，其中水下机器鱼、纪录片《盆窑
工》均获得国际级大奖，音乐剧《让理想
飞翔》在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中荣获表演类国家级一等奖及优秀创
作奖，大学生“黔西南·影像记录实践团
队”荣获全国百强实践团队，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团队在“镜头中的‘三下乡’”

“丝绸新世界，青春中国梦”“印象长白
山，筑梦‘十三五’”等专项活动中被团中
央评为国家级优秀团队。毕业生具备扎
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良好的综合素质、优
秀的创新实践能力，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毕业生当年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6%以
上。在教育厅发布的河南省高校毕业生
年度报告中，学校毕业生所从事工作与
职业期待吻合度、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
度均位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学校获得“国家级语言文字

规范化示范校”“全国‘三下乡’社会实践
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河南省高等
教育教学先进单位”“河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德育工作评估优秀单位”“河南省普通
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园林单位”
“河南省高校行风评议先进单位”“河南省
平安校园”“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河
南省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考核优秀单位”等
40余项荣誉称号。2019年被评为“河南
省高校第三批网络文化建设试点学校”

“河南人民满意的高校”，并成功连创省级
平安校园。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日的
新乡学院，志存高远，玉得大成。砥砺
奋进，精诚团结，凝心聚力，改革创新。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
念，乘着国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东
风，依托“一带一路”倡仪、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规
划”，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郑洛
新“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新乡国家产业集聚集群创新发展综合
改革试点，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建设
的宏伟蓝图，聚焦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
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和
学科提升,为建设成为“国内有影响、省
内有地位、具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学校地址：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
东段191号

邮政编码：453003
国标代码：11071
在豫普通招生代码：6165
在豫专升本招生代码：6166
在豫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代码：6167
电话：0373-3682901 3682902
电子邮箱：xxxyzsb@163.com
学校网址：
http://www.xxu.edu.cn
招生网址：http://zs.xxu.edu.cn

新乡学院
微信公众号

新乡学院
微博账号

新乡学院全景

郑州师范学院2019年招生简介

郑州师范学院位于黄河之滨的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省会郑州，是一
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坚持
教师教育办学特色，立德树人，服务社会，
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教育优
秀师资以及其他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占地面积1060亩，校内实验实
训室167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230个，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价值2.8亿多元，有附属
中小学6所，馆藏纸质图书178.74万册，并
建有千兆光纤接入、万兆双核心校园网。

学校学科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艺
术学等9个学科门类。现有本科专业44
个。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现有普通全日制
在校生1.5万余人。

学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并为人才
搭建科学研究、施展才华的平台。目前具
有教授及其他正高级人员103人，副教授
和其他副高级人员255人，博士164人，硕
士785人。学院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为己任，实施科技创新工程。成立了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研究院（天中智库）、河
南省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研究院、心理学（行
为与认知科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分子生物
学实验室、生物工程研究中心、软件科学研
究中心、教育与心理科学研究中心、空间信
息工程研究中心8个校级科研机构。

学校承担有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示
范项目1项，教育部卓越教师培训计划改
革项目1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
门,河南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2
项，省级重点学科3个，省教师教育改革创
新实验区1个，省高等学校教学团队建设
项目3项，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5个，省级工程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1个，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4个，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5个，
省高等学校教师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程3
门，省“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立
项2项，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1个，省级特
色专业建设点4个，省级优秀课程2个，省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5门，省级精品课程3
门。我校现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项。

学校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
提升国际化水平。与美、英、加、俄、印、马
来西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所院校
建立合作关系，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韩国Hanbit
精神康复医院三所机构共建行为与认知科
学国际联合实验室（被认定为郑州市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联
合成立区块链技术与网络安全国际联合实
验室；在加拿大、白俄罗斯、印度等3个国
家成立有汉语言文化交流中心，承担了吉
尔吉斯斯坦国安委高级执法官员研修班、
中国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暑期语言文化修读
等交流项目，每年选派多名教师赴海外进
修培训学习，组织多批次考察团到国（境）
外交流访问；与韩国国立庆尚大学签署校
际战略合作协议，就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L+M”硕士研究生、短期研修和互相派遣
教师交流等项目展开全方位合作。

学校先后被授予“全国语言文字工
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和“河南
省教师教育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并
荣获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河南省教育教
学先进集体，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
获得“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品牌高校”，
2019年获得“河南人民满意的高校”“河
南 最 具 国 内 就 业 竞 争 力 的 高 校 ”和

“2018年河南省招生答疑十佳高校”等
荣誉称号。

本科招生专业44个：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广播
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英语、数学与应

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化学、应用化学、思想政治教
育、历史学、文化产业管理、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生物科学、学前教育、应
用心理学、特殊教育（康复方向）、小学
教育（全科教师.免费师范生）、投资学、
管理科学（精益管理方向）、体育教育、
休闲体育、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字媒体
技术、科学教育、中药资源与开发、视觉
传达设计、社会工作、汉语言、商务英
语、俄语、教育技术学、教育学、绘画、
播音与主持艺术、风景园林、市场营销。

2019年招生专科专业：

1.免费师范生：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设岗县定向招生）。

2.中外合作办学：英语教育、体育教育
（瑜伽艺术方向）、音乐表演。

3.其他普通类专科招生专业以2019
年河南省招办《招生考试之友》公布为准。

2019年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专业和特殊教育专业定向招生介绍

为切实加强我省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根据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编办《关于印发河
南省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工作实施
方案（试行）的通知》（教师〔2015〕881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乡村小学教
师实际，经研究决定，2019年对本、专科
层次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继续实

行定向招生。同时，今年起实施定向招
录特殊教育专业师资，加快推进乡村小
学和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一、招生计划

（一）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本
科层次201人。

（二）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专
科层次定向招生295人。

（三）特殊教育专业本科层次定向
招生 100人（其招生、培养、就业等参照
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政策执行）。
二、报考条件

（一）参加 2019年高考报名的普通
高中毕业生（含往届），可报考本人户籍
地的设岗县（市）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专业志愿、特殊教育专业志愿。

（二）要求考生思想品德优良，热爱
教育事业，立志长期从教，积极投身农
村教育和特殊教育。

（三）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身体素
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
病史，有完全的法律行为能力，能够较
好地适应农村小学和特殊学校的教育
教学工作的需要。
三、报考方式

报考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的普
通高中毕业生随全省普通高考报名、考
试、填报志愿。根据各设岗县（市）培养
计划，具有设岗县（市）户籍的普通高中
毕业生可报考户籍地的小学教育（全科
教师）专业、特殊教育专业志愿，本科层
次随本科二批次填报平行高校志愿，专
科层次随专科提前批次填报高校志愿。

四、录取方式
（一）本科层次随本科二批次、专科

层次随专科提前批次，根据考生成绩和
高校面向设岗县（市）的招生计划，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二）考生被预录取后必须凭录取
通知书在被录取学校签字盖章的定向
就业意向书上签字。入学报到时凭录
取通知书和定向就业意向书报到，若
不签订定向就业意向书，或未按时报
到，视为放弃当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资格。

（三）正式录取。培养院校根据预
录取报到入学学生名单和学生签订的
定向就业意向书，发放正式的定向培养
就业三方协议书，学生在入学一个月内
完成与设岗县（市）人民政府签订定向
培养就业三方协议书，方可注册学籍，
办理正式录取手续。
五、有关政策

（一）学生入学后与县（市）人民政
府（报考的设岗县、市）和培养高校签订
正式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承诺毕业后
到乡村教学点、特殊教育学校从事教育
教学工作时间不少于6年。

（二）学生在校培养期间，除免除学
费、住宿费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费
外，享受国家奖学金等全日制在校生享
受的相关政策。

（三）学生毕业后按照定向培养就
业协议的相关规定就业（不再参加招教
考试）。

2019年特殊教育专业本科层次定
向招生 100 人，分布于 21 个省辖市的
72个县（市）。详见2019年河南省招生
办公室《招生考试之友》的发布。

河南省普通类本专科招生代码：6170
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代码：6172
免费师范生：6174
学校地址：
郑州市文化路北段英才街6号
招生咨询电话：
0371-86666195 86666196

86666197
学校网址：
http://www.zznu.edu.cn/

定向设岗县（市）

省辖市

许昌市

开封市

漯河市

焦作市

直管县

县（市）

禹州市

长葛市

鄢陵县

襄城县

杞县

尉氏县

舞阳县

临颍县

沁阳市

孟州市

博爱县

武陟县

修武县

温县

巩义市

长垣县

兰考县

永城市

滑县

固始县

合计

计划分配数

15

6

9

11

17

28

5

9

6

4

5

7

2

4

11

4

7

20

11

20

201

定向设岗县（市）

省辖市

南阳市

许昌市

直管县

县（市）

内乡县

唐河县

禹州市

长葛市

鄢陵县

襄城县

汝州市

固始县

兰考县

合计

计划分配数

50

50

30

17

23

27

55

20

23

295

2019年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专业专科层次定向招生区域分布表

2019年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专业本科层次定向招生区域分布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