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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叶方茂，本固枝乃荣。秉承“以人为本，通达于
道”的办学理念，河南交院以花园式的校园、先进的实训
场馆、完善的后勤保障，为全校近 2万名师生提供良好的
修身治学条件，更用“大思政”的工作布局，为广大学生点
亮理想灯，照亮前行路，打造出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
秀品牌。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河南交院以高质量党建为引
领，立足“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设“四堂一课”，以道德讲堂
传扬美德，以青年讲堂“励志成才”，以艺术讲堂涵养人
文，以士官学堂培育家国情怀。构建完善的“明德尚行”
校园全景文化体系，用心、用情、用智形成校园文化育人
新高地，滋养大学生“拔节孕穗”。“四堂一课”“久鸣大学
生艺术团”“阅读经典”等文化育人活动成为全省高校优
秀育人品牌，学校获评“河南省高校阅读推广杰出单位”，
螺丝钉志愿服务队多次被社会机构评为“优秀志愿服务
集体”；武耀宗同学被授予“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群体”“河
南省第十二届见义勇为模范”“河南省见义勇为优秀大学
生”等荣誉称号。

久久为功，必有所成。弘扬“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经
世致用、唯实唯新”的办学精神，河南交院先后被评为“全
国交通职业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河南公众最满意的十佳
高职高专院校”“河南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品牌”“河南
最具就业竞争力领军高校”“改革开放40周年具有国内影
响力河南十大高校”“河南人民满意的十大职业院校”。

回首凝眸，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
议的全面实施、交通强国建设的全面启动、河南“六大国
家战略”规划的全面铺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深入推
进，赋予了学校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时代重托。新时代新
征程，站在新的起点上，河南交院党委书记曹焱信心满怀
地说：“我们要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交通运
输厅、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坚持创新、融合、特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汇集全校师生的智慧和力量，努力
创建‘省内领先、行业一流、全国知名、辐射亚太’的交通
运输类高等职业院校，让每一个交院学子技能在手人生
出彩。”

我们有理由相信，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定会乘风
破浪，再铸辉煌；河南交院的明天更美好。

创新发展培育时代新人

服务发展打造交通运输人才摇篮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发展纪实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简称“河南交院”）的毕业生双选会现场，不少大型
路桥企业、知名汽车品牌的人事主管略显犯愁，尽管
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仍然“招不满”“吃不饱”。企业

“愁”的背后，是学校就业的“旺”和毕业生的“喜”，因
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就被校企合作企业订单班“订”
住了，不少人也被实习单位“留”住了。缘何河南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全国就业形势严峻的当
下，成为企业的香饽饽？笔者带着好奇走进河南交
院，一探究竟。

河南交院创办于 1953 年，是一所办学历史悠
久、交通运输特色鲜明的工科院校。现为国家级优
质高等职业院校、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河
南省文明单位。建校66年来，学校累计为国家交通
运输事业发展注入近10万名人才“活水”，一大批校
友成为交通运输系统的技术专家和各级管理干部，
为河南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和智力保障，被誉为“河南交通人才摇篮”。

今年年初，《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一颁
布，河南省主要领导就走进河南交院，调研职业教育
工作，对该校在产教融合育人方面所做的实践探索
表示充分肯定，并鼓励高职院校用更大力气促进更
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加充分就业、推进更快转型升
级，为职业教育指明了方向，也给全校师生带来极大
鼓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倒逼高职院校深
化改革、创新发展，将人口红利更好地转
化为人才红利，培养与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相匹配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
素质人才。而河南交院一直奉行这样的
理念：“交通行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
开办什么专业；打造品牌专业服务交通
强国示范省建设，培养技术技能精英，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院长李强强调，
河南交院的目标就是建设一所地方离不
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的高水平高
职院校，源源不断地为交通运输行业培
养、培训高素质产业生力军。

在河南交院，笔者先后走访了堪称
“小型车展”的国家级汽车实训中心，可
以乘坐运行的轨道交通土建仿真实训
中 心 、智 能 化 的“ 京 东 物 流 实 训 中
心”……该校的 8大院系，均有跟自己
专业相对应的实训室和对口的实训基
地，而且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实训基
地全是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建的“成果”、
产教融合的“产品”，涵盖道路工程、汽
车运用、工程机械、物流管理、建筑工

程、智能交通、轨道工程、航运海事、旅
游管理等九个重点专业群，建成了中央
财政支持的重点专业２个，省部级特色
专业、品牌示范专业和教学改革试点专
业 26个，省级精品课程和精品资源共
享课12门，品牌优势明显，交通特色鲜
明。这再次让笔者感受到了这所重实
践、重融合的交通职教“排头兵”的办学
实力。

河南交院在校内外建有大大小小的
实训基地200多个，教学设备总值近2亿
元，除了为本校学生提供教学服务，实训
基地还承担其他院校的实习和单位机构
的技能竞赛、培训、技能鉴定等任务，仅
河南交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6家校内
生产性实训基地，每年接受实训、实习、就
业达5000人次，创造产值近7个亿。

该校位于济源黄河小浪底水库张
岭半岛的小浪底实训教学基地，沿线地
形地貌丰富，公路设施完善，为开展道
路勘测设计、公路检测与评价、道路养
护及地质认知等实训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该基地每年接收数千名本校学

生实训，还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
本科院校交通土建专业提供实习服务；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生也走进该校建
筑虚拟仿真实训室接受“教”“学”“练”

“做”一体化实习实训。本科院校纷纷
抛来的“橄榄枝”，再次佐证了河南交院
在教学实训资源上独特的优势与口
碑。学校独资设立的河南交院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还被授予河南省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为促进产学研用结合、加
速科研成果转化搭建良好平台，成了博
士后的“实训基地”

现场教学、现场实践，专业教师理论
教学，企业“师傅”现场指导，“双导师制”
的现代学徒制模式不仅促进学生成为行
业“多面手”，也让河南交院俨然成了技能
大赛的“练兵场”：连续三年承办了河南省
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河南选拔赛的赛项，由河
南交院学生组成的代表队，连续10年代
表河南省参加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各种技
能大赛，夺得各类国家技能大赛奖项50
多个、省级技能大赛奖项120余个。

在河南交通行业，有这样一种有趣
现象：无论是交通系统的设计、建设、管
理单位，还是在项目工地、汽车 4S店、
物流企业，总会碰到河南交院的毕业
生，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一线技术骨干。
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数据显示，河南
交院近 3 年，毕业生就业率每年都在
95%以上，对口就业率达 70%以上，用
人单位满意率达90%以上。

这些都得益于河南交院始终坚持
“立足交通、面向社会、特色办学、质量
立校”的办学定位，遵循“行业指导、市
场引导、企业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
构建行业企业资源和股份投入并存、行
业深入指导、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企紧密
型合作办学机制，形成了“职教集团搭
台、校企合作唱戏、产教结合育人、服务
行业提升”的办学局面。

在开放合作办学理念引导下，河南交
院育人形式可谓“百花齐放”：与一汽大众、
宝马中国等知名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的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洛阳轨道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河南交通投资集团等知名企业签
署校企合作协议，引入企业真实生产过程；
捷豹路虎郑州卓越培训中心、大汉商船学
院等优质校企合作项目先后落户；与多家
企业签订“订单培养”班，“订单培养”人数
占在校生总人数40.8%以上，让学生入学
即吃下高薪就业的“定心丸”……

在“人人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
的人才理念下，河南交院不仅培育出了
大批备受用人单位青睐的高素质人才，
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勇于创新、敢于实践
的青年人才。河南金途集团的赵文广、
河南海威路桥的仙清涛、郑州合众明德
汽车销售公司的丁建波。这些优秀的校
友，在创业成功之后，为社会作出贡献的
同时，又回过头来“反哺”母校，与学院建
立合作机制共育人才。如金途学院的成
立，充分利用来自企业的400多个技术
能力点和200多个实训项目为学弟学妹
提供技能教学和实践教学，形成了智能

交通运输专业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
多元化办学模式在激发办学活力

的同时，也增强了河南交院服务社会与
行业发展能力，形成融学历教育、教育
培训、技能鉴定、技术服务“四位一体”
的办学格局和社会服务框架：学校面向
行业管理干部开设了 20个品类 40多
项培训的160多门课程，每年平均为交
通运输行业开展干部职工培训、技能鉴
定工作达2万多人次；与北京交通大学
等9所院校开展合作办学，提供专科到
硕士学位层次的学习需求，搭建“随时
充电、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在研发方
面，学院建有3个国家级实训基地、4个
省级工程实验室、3个省级研究中心，
先后承担河南省公路水运“品质工程”
等6项行业标准制定，编纂完成河南省
高速公路建设实录，每年服务交通土建
试验检测、施工监理等工程项目100多
项。学校日渐成为服务全方位、功能多
元化的交通运输行业的新型智库。

漫步河南交院位于白沙职教园区
的新校区，不时能看到身穿军装的学生
列队走过，不时还能听到嘹亮的口号
声，他们都是该校定向培养的士官生。

作为河南省首家定向培养士官院
校，河南交院紧紧围绕“政治思想合格、
专业技能突出、军事体能过硬、组训能力
达标”的培养目标，打造出“职业技能+军
政素质”双达标的“校中之军”。据了解，
学校定向培养涵盖火箭军、空军、军委国
防动员、原公安现役部队等四大兵种，融
合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工程机械运用
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道路养护与管
理4个专业，打造出军地合作亮点工程。

士官素有军中脊梁之称，依托高职
院校定向招收培养的学生入校就是士
官培养对象，既能实现保家卫国的“军
旅梦”，又能掌握一技之长，获得国家承
认的大专学历，享受学费补偿……这么
多“福利”，也难怪河南交院的士官生招
生成了“金字招牌”。

橄榄绿的墙体装饰、军体训练场、
士官生俱乐部……学校创造一切条件
为士官生打造学习、训练的思想“加油
站”，真正做到强兵味、练血性，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锻造素质高、作风硬、技
术强的军队技术人才，为国家国防建设
输送能干事、勇担当的铁肩膀。

这些士官生前两年半的专业学习
由河南交院负责，最后半年将由招收部
队负责入伍实习。这种模式也吸引了
众多考生的热切关注，学院在 2015年
招生之初为火箭军培养专业技术士官
生 100人。2016年士官生招生规模就
扩大至520人，截至目前，在校士官生规
模达 1700多人，招生规模稳居河南第
一、全国前列。培养的两届近500名士
官生入伍合格率达100%，28人成为所
在连队骨干，多人被评为“优秀士官”。
学校先后受邀在火箭军、空军等兵种军
地联席会议上作经验介绍和典型发言，
受到联合培养部队的高度认可。

百年大计，教育先行。在“一带一
路”建设进入精谨细腻的“工笔画”阶
段，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引进来”“走出
去”也让各大高职院校面临更多的新挑
战、新机遇。

早在 2004年，河南交院就引进有
国 际 化 校 企 合 作 项 目 丰 田 汽 车
T-TEP，随后又相继与通用、大众、现
代、宝马、万豪、捷豹路虎等国际品牌开
展合作办学，实现人才共育、过程共管、
产教融合、互利双赢。

2005 年以来，学院先后与澳大利
亚北悉尼(TAFA)学院、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理工学院(BCIT)签订了合作
办学协议，联合开展教师培训、学生交
流、学历教育及职业资格培训，培养具

备国际视野的“教练型”教学名师和服
务交通运输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人
才。据统计，参与过国际交流与合作项
目建设的专业骨干教师，教科研能力明
显提高，三年来共承担市厅级以上科技
项目 16项，完成并通过鉴定验收课题
24项，获奖8项，知识产权授权4项，发
表论文 43篇，出版教材 9部，获批省级
优秀教学团队1个。

2016 年以来，学院又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从国际交流与合作
工作实际出发，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多
形式、多渠道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
和层次。

2017 年，学院圆满完成了河南省
交通运输系统首次涉外培训——柬埔

寨高速公路建设运营与管理人员培训
班的部分培训任务，开创了河南交通运
输系统与柬埔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在
人员培训方面合作的成功范例。

今年，学校又迎来了两个批次41名
南非国际学生，在学校接受为期一年的
实习实训教学。日前，南非高等教育和
培训部、交通培训署署长 Lena Ma-
phefo Anno- Frempong 为团长的
代表团也走进河南交院进行访问考察，
探讨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在
河南交院，笔者见到目前在物流学院学
习的5名南非学生，他们告诉笔者，在中
国的这段时间，“非常愉快，学到了很多
知识，实践也很棒，很期待回国后可以
将自己所学服务于国家建设”。

广联姻，深融合，支撑在校生本博生创新实践“很硬核”

创模式，搭平台，服务行业发展“很给力”

圆军梦，习文武，锻造技能精兵味强的“校中军”

走出去，引进来，步入国际化办学“快车道”

筑底色，强特色，打造交通
运输人才“新摇篮”

学校与一汽大众合众明德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

捷豹路虎郑州卓越培训中心落户学院

全国技能大赛获奖

迎新生文艺晚会

迎来南非国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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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高职招生计划表

专业名称

合计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建设工程监理
道路养护与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物流管理
会计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物联网应用技术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报关与国际货运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智能交通技术运用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酒店管理

旅游管理

物业管理

航海技术

轮机工程技术

学制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招生对象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科类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普通专科

2671

229
30
40
91
30
30
170
52
64
40
73
40
70
66
150
100
50
100
80
20
22
109
110
150
98
50
50
80
80

80

50

70

40

81

20

40

6

10

定向培养士官

480

定向招生专业

定向招生专业

定向招生专业

定向招生专业

学费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300元/年
3300元/年
3300元/年
33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300元/年

33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3600元/年

招生咨询：0371-68858012 60868273
学院网址：http://www.hncc.edu.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hnccedu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孙建立 赵学峰 刘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