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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门保全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创建于 1952
年。为国家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国家
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省示范性高等职业
院校、省高职院校唯一一所“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试点学校、河南省农业职业教
育集团理事长单位。

学校设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
院等 10个二级学院，全日制高职专业
61 个，其中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
个，国家骨干重点建设专业 5个，国家
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1个，国家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个，在校生1.92万
人。学校拥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 2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模范教
师、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等 6
人，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职教专家、
省教学名师、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省优
秀教师等 25人，省级教学团队 6个，省
级职教名师工作室2个，省级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 1个。有教授 32人，副教授
178人，博士、硕士学位教师387人。

学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加强党对学校工作
的领导，全面依法治校，深入开展教育
教学改革，创新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
建校 67年来，一直以服务“三农”为宗
旨，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形成
了自有特色的农业职业院校服务模式。

一、聚焦农业产业，引领农业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学校坚持“举农字旗，走强农路，育
新农人”的办学思路，结合河南独特的
农业资源优势和人才市场需求，设置了
关联性较强的涉农专业，涉农专业报到
率高，就业形势好。目前，我校涉农专
业在校生人数、涉农专业学生占比、涉
农专业数量均位居全省第一，在校生人
数位居全国涉农类高职院校第一。其

中，全省高职涉农专业毕业生一半以上
由我校培养，为河南粮食高产增收、提
质增效提供了人才、智力和技术支撑。

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 16余万
名优秀毕业生，培养了包括玉米育种专
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程相
文，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全国粮食生产
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获得者茹振刚等著名科学家和

“最美新疆人之最美志愿者”“全国励志
成长优秀学生”张旭，央视报道的知名
致富带头人、“90后新农人”刘记森，央
视报道的许家农园电商项目创始人、

“增收致富实践者”许玉文等一大批扎
根基层、服务“三农”、支撑现代农业发
展的优秀毕业生代表。

2018 年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
点、种子与生产经营专业国家级教学资
源库顺利通过教育部验收；2019年完
成 高 等 职 业 院 校 创 新 行 动 计 划
（2015—2018）32 项任务（项目）。不
断深化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稳步
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建设，构建了
五个“双”（双主体、双身份、双师傅、双
考核、双环境）和三个“对”（点对点、点
对多、多对多）理论，双循环四段制、“教
带学训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
效果显著，混合所有制特色学院“好利
来烘焙学院”取得明显成就。分别与韩
国庆一大学、西班牙优内西洋大学等签
订合作办学协议，与泰国暹罗大学、泰
国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

二、坚持农业科技创新，支撑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学校教师培育农作物及蔬菜、果品
新品种 30余个，其中，玉米新品种“玉
农 76”通 过 国 家 审 定（ 国 审 玉
20190011），在黄淮海地区年推广 50
万亩，年增产3500万公斤，我校也成为
全国唯一一所拥有国审玉米品种的高
职院校；培育豫蒜一号、二号大蒜品种

2个，牟番系列番茄品种4个，在省内外
累计推广面积 20万亩；建立新品种示
范推广点7个，为农民年增收2.4亿元；
获得食品、饲料、兽药等专利 67项，推
广实用新技术38项。

三、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

学校“三农服务专家团”为南阳、邓
州等地制定南水北调库区移民“强村富
民规划（2014—2020）”，为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试验区、郑东新区、中牟县制
定“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十三五’
规划（2016—2020）”。

利用“三农”服务专家团、科技特派
员、“三区”人才项目，对口帮扶兰考县、
滑县、正阳县、卢氏县脱贫攻坚，其中，
兰考县、滑县、正阳县已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退出贫困县序列。2018年，学校
在全省2018年度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
被评为承担校地结对帮扶综合评价好
的高等院校。

面向农村基层干部、家庭农场主、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新型职业农
民、农业职业经理人、大学生村官等开

展培训近 30 万人次，获“全国阳光工
程农民创业培训优秀培训机构”；组织

“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专家开展农业
督导与服务，指导小麦穗期病虫害防
治、小麦秋冬种管理、小麦扬花期赤霉
病预防及“一喷三防”、梨树冬季整形
修剪、大棚蔬菜生产等工作，三年来，
受益群众 15000 余人，培训各类人员

50000 余人次；“三农”专家参加技术
服务与推广类项目 244项，年服务 8万
人次；承办首届河南省新型职业农民
创业创新大赛；“三农”专家服务团、科
技特派员、“三区”人才等对口帮扶滑
县、兰考、正阳、卢氏脱贫攻坚，其中，
滑县、兰考、正阳已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退出贫困县序列；为郑州市、南阳
市 70 多个移民村制定南水北调库区
移民“强村富民规划”，为南水北调工
程作出突出贡献。

学校成立校地合作技术服务站 13
个，技术帮扶示范村 2 个，受益群众
18000余人次，形成“3+1+N”的校地合
作新模式。服务范围包括大田作物（小
麦、玉米）、园艺作物（蔬菜、果树等）、林
业、养殖业、食品加工业的全过程的技
术指导与人员培训。被服务的长葛市
神龙家庭农场被评为省级示范农场；河
南瑞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被打造成
集科研、生产、加工、储运、包装、销售于
一体的国家级重点农产品基地，被省政
府授予“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
称号；滑县进宝有机蔬菜农业专业合作
社和长葛市神农专业种植合作社发展
为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学校
承办河南省首届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
新大赛，获“全国阳光工程农民创业培

训优秀培训机构”，打造了学校服务乡
村振兴的品牌。

在原有网络动植物医院的基础上，
升级组建蔬菜技术网、果树技术网、养
殖技术网、大田作物技术网、加工技术
网 5个“三农”服务网站，年点击 40万
人次。通过网络留言、在线答疑等形式
提供专业技术咨询、指导服务，形成“要
服务，一点到”的学校网络“三农”服务
品牌。张慎璞等多人多次多期参加河
南电视台第九频道《农事早知道》栏目，
为农业一线生产者讲技术、解困惑。近
三年，“三农”专家12316“三农”热线服
务60余万户。我校专家还利用微信平
台，建立“三农”专家服务群 180多个，
随时为生产者做好技术指导服务。

招生咨询电话：
0371-67290666

聚焦农业产业 培养创新人才 服务乡村振兴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学院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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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

●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十佳典范高校

●河南省最具特色的十佳职业院校

●全国旅游教育“五星联盟”单位

●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副会长单位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创办于 1985年，目
前占地 1251亩，现设 9系、3部和 1个继续
教育学院，开设 43个高职专业、10个五年
制大专专业。全日制大中专在校生 1.1 万
余人，教职工 696人，现有副教授以上职称
105 人，博士及在读博士 16 人，硕士 415
人。“双师型”教师 400余人。同时聘请多
名行业企业专家及一线岗位技术能手担任
兼职教师。现代化教学设施齐全，学校固
定资产约 3.92 亿元，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1.23 亿元。图书馆建筑面积 4.3 万平方
米。电子图书 115万册，报刊 800种，馆藏
纸质图书 92万册。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深
化校企合作，近年来为社会培养近4万名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学校努力将学生培养成
为行业中最优秀的人，致力于将学校打造
成为全省一流、国内领先、旅游特色突出的
旅游高等院校。

一、学校精心优化专业结构，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面对新时代背景下，行业发展新形势、
新需求，学校不断优化专业结构，调整人
才培养方案，顺应市场需求。一是对接产
业，优化专业结构。现已建设省级以上重
点专业 10个，市级重点专业 8个。旅游管
理、酒店管理两个专业评定为国家品牌示
范专业。学校新增轨道交通、非物质遗产
等一批新专业，为行业、企业的发展培养、
输送大批急需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二是
对接企业，深化校企合作。学校先后有 44
人入选“万名英才”行列，并成为全国旅游
分会副会长单位、旅游行指委主任委员单
位。连续多年举办由省教育厅牵头,省文
化旅游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四位一体”
旅游类毕业生人才交流双选会。实现校企
合作再升级、产教融合不断深化。三是对

接岗位，强化职业技能。98%的学生获得
毕业证书同时，获得 1-2 个职业资格证
书，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
融通。

二、学校强化科研，不断增强社
会服务能力

学校坚持科研促教学、促发展之路，成
立学术委员会，发挥其学术指导、咨询和协
调的重要作用。成立旅游规划中心、酒店
管理咨询中心和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引导
和组织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和直接服务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开发、新产品研发等“立
地式”应用性研究。学院成立河南旅游研
究院，作为学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
要结合点。研究院以河南区域旅游为研究
对象，整合资源、集聚力量，力争建成省内
一流的旅游学术创新高地和河南区域旅游
产业发展的高端智库。

三、学校重视实训，不断提升实
训室建设力度

学校历来重视实践教学，不断加大实
训室建设力度。目前，学校拥有 3D导游实
训室、景区博物馆、酒吧实训室、中餐服务
实训室、客房服务实训室、中餐烹饪实训室
等各类校内实训场所118个，省级示范性实
训基地 2个。专业实训室和实训场地 362
个。预计到明年，建成27个设施先进、功能
完备、运行高效的实训中心。

四、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不断提
升办学水平

学校不断寻求开放办学之路，加强国
际交流。一是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学校创
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与迪士尼集团、美国
皇家加勒比邮轮、洲际酒店集团、中州国际
集团等一批国际品牌企业合作，建立 141
个实习就业基地。二是扩大校际合作与交
流。与日、韩、美、德、奥地利等国及我国台
湾高校建立合作办学关系。每年向美国皇
家加勒比游轮公司、丽星游轮公司、美国奥
兰多迪士尼、韩国济州观光大学、日本饭店
协会输送学生 200余人。大批学生走出国
门，实现“出国梦”。三是不断提升办学水
平。学校连续多年完成国家、省、市三级职

业学校骨干教师培训任务。先后为中州国
际集团、中国银行河南培训中心、郑州航空
港区等 100余家企事业单位培训员工 3万
余人次。组织师生参与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3年广州亚运
会等大型活动服务，连年组织师生参与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
节、省市“两会”等重要活动。圆满完成在
郑州举行的 2015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服务
工作。

五、学校不断扩大就业渠道，保
障毕业生高标准就业

近三年，学校的毕业生“国际范儿”
就业遍布世界各地。毕业生就业率在
96%以上并呈连年增长趋势；专业对口
就 业 率 达 80% 以 上 ，就 业 质 量 大 幅 提
高。一是学生“国际范儿”实习就业。学
校每年有 200 多名学生赴美国、新加坡、
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研修、实习或就
业。二是毕业生“一生难求”。许多学生
未毕业就被企业预定。学校是上海迪士
尼国内除上海外唯一固定就业合作学
校，在洲际酒店中国校企合作单位中排
名第一，在美国加勒比邮轮非海运类学
院就业人数也是排名第一。学校目前已
成为北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郑
州机场等一流企业选人定点单位。

先后有数位国家领导人莅临学校视察
工作，对学校办学水平给予充分肯定。今
后学校将紧抓新校区搬迁带来的发展机
遇，注重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不断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力和水平，以“匠心”引领，为郑州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不断推进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贡献郑
旅力量。

学院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龙路188
号（象湖校区）

郑州市航海东路豫英路1号（豫英路校
区）

咨 询 电 话 ： 0371-61130063
61130064 61130065 61130060
61130062 66325522 66322200
15617801001

学校微信平台

学院招生就业公众号

学院微信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