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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艳玲 浮宁晖

自 2009年成立至今，新乡职业技
术学院已走过十个年头。十年光阴，
她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技艺精湛、品
格高尚的高技能人才；十年光阴，她造
就了一所体系完善、奋勇争先的优秀
职业教育院校。仅 2018年，她先后荣
获“第一届高校院所河南科技成果博
览会优秀组织奖”“2018 年度河南最
具就业竞争力品牌高校”“河南人民满
意的高校”等称号。这是她秉承“经世
致用 自强不息”的校训不断进取的累
累硕果，这是她在职业教育的道路上
上下求索的辉煌成绩。

全国大赛勇夺魁，批量获奖成为
常态。2018年 10月，在第八届全国数
控技能大赛中，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杜华楠、刘赛阳夺得 2个赛项冠军，
引发全场轰动，创造了新乡职业技术
学院史无前例的优异成绩，改写了我
省在本项赛事没有夺冠的历史。此
外，该院先后在国家级和省级多个大
赛中斩金夺银。在第 45届世界技能
大赛全国选拔赛中获得数控车工项
目第十名；在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百匠杯”工业产品创
新设计与 3D 打印技术技能大赛中，
荣获高职组一等奖；在第 45届世界技
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中获得 14个奖
项，其中 4个第一名；在第八届全国数
控大赛河南省选拔赛中获得 9 个奖
项，其中5个第一名；在2018年中国技
能大赛——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
技术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中，教师
组和学生组均获第一名。在河南省第
十三届运动会上获得5枚金牌、6枚银
牌、7枚铜牌……

以老带新传师风，师资建设成绩
斐然。数不清的成绩背后是新乡职业
技术学院脚踏实地的探索与追寻。为
优化配置，充分发挥老教练传帮带的
作用和年轻教练精力充沛、思路灵活、
理念前沿等优势，该院自 2017年起大
胆起用年轻教师作为主教练，为成绩
的取得奠定关键基础。2018年，金牌

教练刘先生、裴建军入选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至此该院共
有五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2019年 5月，旅游管理系教师霍
增魁被认证为河南省餐饮行业著名技
术流派霍派掌门宗师，“霍派”成为河
南餐饮行业14个门派之一。

实训设备勤更新，承办大赛广受赞
誉。除了大胆进行师资队伍的建设和
改革，新乡职业技术学院还花大力气更
新实训设备，以保证实训质量。2018
年增加实训设备资金 1821.6 万元，至
此全校实训设备总值达1.78亿元。实
训教学条件的提升，为学校承担各类技
能竞赛提供了保障。2018年，学校承
办了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七个项目的
河南省选拔赛、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
赛的河南省选拔赛、第十二届河南省高
职院校技能大赛暨2019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河南选拔赛，均出色
完成承办任务，受到上级单位及省内外
兄弟院校的好评。

招生质量逐年高，升本考试名列
前茅。2018 年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招
收各级各类学生 7771人，其中普通大

专和五年制学生占比达 65.8%，在校
生高、中职比例进一步优化。高职统
招录取学生平均分数为 321 分，高出
全省最低控制线 121 分；报到学生最
高分 441 分，近百人分数高于本科
线。在河南单招网 2018年河南“优秀
公办单招院校”评选中，名列“优秀公
办单招院校”三甲。在 2018年的专升

本考试中，该院建筑工程系金旭东同
学获工程管理专业全省总分第一名，
机电工程系童广宇同学获电气工程及
自动化专业全省总分第三名，艺术系
马雪洋获全省美术类总分第三名。

就业工作稳推进，校企合作收获
颇丰。在整体就业环境严峻的形势
下，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却是“风景这边
独好”。2600名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达89.24%，2500余名中职毕业生当
年就业顶岗率达 99%以上，主要指标
完成情况均居全省前列，被省教育厅
授予“2018年度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
品牌高校称号”。为使学生能就业，就
好业，该院多次深入企业找资源、谋出
路。针对订单培养、学生就业顶岗实
习、共建实习实训室、冠名班、冠名竞
赛、捐资助学等与企业进行沟通交流，
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共识，新开拓学
生顶岗实习岗位近300个。

国际合作大突破，走出国门拓宽视
野。近年来，该校积极探索与国外高校
的交流合作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19年3月，学院首批赴德访学的学生
开启了为期两周的访学之旅。该院还
先后迎来美国查塔姆大学、英国伍斯特
大学等国外高校考察团，并获批与美国
查塔姆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开展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这意味着新职学子将有

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成为具有国际化
视野的高级技能型人才。

校园文化成体系，文化育人成效
显著。目前，新乡职业技术学院逐步
形成了“31431”校园文化体系。技能
文化节、社团文化节、体育文化节、心
理健康教育节各具特色，已成为新职
的传统项目。“三堂”育“四德”获 2018
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
牌。2019年下半年，经过精心筹备的
校史馆即将开馆，工匠文化园、艺术文
化园和技能文化园也正在紧张建设之
中，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即将打造出个
性鲜明的校园文化品牌。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岁月如歌，千
名教职工在这里奉献青春，成就了今
天的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数万莘莘学
子在这里求知若渴，成就了走出校园
后的精彩人生。我们期待着更多优秀
的学子来到这里，和新职共同成长，迎
接属于新职人的光明未来！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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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子商务

服装设计与工艺

工程造价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机器人焊接)

环境艺术设计

会计

会计(管理会计)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计算机网络技术

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装配化施工)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酒店管理

酒店管理(信息化管理)

旅游管理

模具设计与制造

烹调工艺与营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新媒体营销)

数控技术

数控技术(自动编程与制造)

体育运营与管理

通信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学前教育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制冷与空调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

中西面点工艺

老年服务与管理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应用英语

报关与国际货运

工业机器人技术

会计信息管理

空中乘务

摄影与摄像艺术

市场营销(互联网营销)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体育艺术表演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物流管理

学前教育（中外合作）
软件技术
早期教育

通信技术(无线网络优化)
河南省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中德合心国际交流

学院）工业机器人
温馨雅致的学生餐厅

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数控铣工（学生组）冠军杜华楠（左）、加工中心
（学生组）冠军刘赛阳（右）

招生咨询
公众号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范艳珺 张童

2019 年，对于刚刚跨入高等职业
教育圈一年的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来
说，注定是一个收获的年份。第十五届
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
赛河南总决赛中，该校两支代表队双双
荣获团体一等奖；2019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河南选拔赛3D打印
与应用设计赛项中，该校计算机系学生
高子清、张明杨获得一等奖;在 2019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艺术专业技能
（戏曲表演）赛项中，该校选送的豫剧折
子戏《梳妆》荣获二等奖。

5月 31日，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导游服务比赛中，该校学生
刘佳鑫以 88.86分的成绩获得一等奖，
这也是迄今为止河南代表队在此项赛
事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
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承载了平职

人阔步发展的梦想，见证了平职人在谋
求学校发展背后的辛勤付出，更充分证
明了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在职教发展
征途中的雄厚实力。

实现华丽转身 开启职教新征程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
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
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
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
视、加快发展。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办学历史悠
久，最早可追溯到 1959年。60年的办
学历程中，学校承载历史使命，坚持以
人为本，坚持立德树人，先后培养大专
毕业生 3.1 万余人、中师中专毕业生 1
万余名。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保持在
95%以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
度、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就业满意
度、毕业生创新能力水平在全省同类院
校中名列前茅。

2018 年 3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行

文通知，在平顶山教育学院基础上建立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为公办专科层次
普通高校，由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举办和
管理，省教育厅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久负盛名、享誉鹰城的平顶山
教育学院改制为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凤
凰涅槃，华丽转身，开启了新的征程。

近五年来，在校学生共获得各级各
类技能大赛一等奖 245个、二等奖 236
个、三等奖 167个，其中国家级技能大
赛获奖 12个，2012年旅游与酒店管理
系学生李倩倩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酒店服务类技能比赛“中餐宴会摆
台”项目一等奖；2017年旅游与酒店管
理系学生杨华新荣获第九届全国旅游
院校（饭店服务类）技能大赛高职高专
组主题餐台设计一等奖；戏曲舞蹈表演
系学生连续两次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
六届、第七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荧屏
荟萃决赛，参赛的豫剧折子戏《盗草》
《挂画》《顶灯》的主角分别荣获“小梅花
金花状元花”和“小梅花金花奖”，填补
了河南省专业戏曲学校没有“小梅花”
奖的空白……

教师科研成果丰硕，社会服务能力
不断增强。出版专著 89部，发表论文

967 篇，其中核心期刊 155 篇，省级科
研课题 44项、省级科研成果 34项、厅
级科研课题 429项、厅级科研成果 116
项、实用新型专利 11项。教师获得教
学技能大赛奖励145人次，获得优秀辅
导 教 师 称 号 227 个,宫 蕾 老 师 荣 获
2014全国“创新杯”教师信息化教学设
计和说课比赛一等奖；杜洁等教师荣获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一等奖；王惠、高建全两位老师荣获
2016年“创新杯”全国教师信息化教学
设计和说课比赛一等奖……

学校先后获得“国家级语言文字规
范化示范学校”“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
进单位”“全国百佳艺术类教育先进单
位”“省级文明单位”“河南省职业教育
教学研究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园林
单位”等荣誉。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建立，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
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
举措，有利于完善我市高等职业教育体
系及专业结构、有利于推动技能型人才
贯通培育、有利于职业教育做大做强。
在我省的教育布局中承载着新的使命，
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平顶

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丁永强说。

提升人才质量 助力城市发展

新的机遇为学校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营造了发展契机。学校坚持以提升
人才质量、技术创新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为目标，以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为
重点，以管理创新和校园文化建设为抓
手，着力提升学院办学活力和综合竞争
力，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走进新时代，确立新目标。学校在
新的起点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准则，
审时度势，群策群力，奋起直追，经过五
年努力，把学校打造成省内一流的优质
高等职业院校。经过十年奋斗，具备本
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条件和水平，通
过单独设置、联合办学等模式举办本科
层次高等职业教育。

走进新时代，迎接新挑战。学校坚
定不移走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生
态的办学发展之路，围绕地方产业着力
打造契合需要的特色专业群，突出办学
的“服务性”；按照“特色化、品牌化”建
设思路，不断丰富专业建设内涵，主动
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企业技
术创新要求，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深度融合，打造一流学科专业；按照“师
德高尚、结构合理、技能突出、专兼结
合”的方针，建设一支适应现代职业教
育发展要求的一流师资队伍；按照“以
人为本、生态绿色、开放智慧共享”的校

园建设思路，建成“功能齐全、布局合
理、环境优美、安全舒适、具有特色”的
省内一流现代化校园。着力打造“特色
鲜明、业内认可、省内一流”的高等职业
教育品牌。

创新培养模式 实现特色发展

该校紧紧围绕“特色鲜明、业内认
可、省内一流”的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目
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规范化
高职院校建设为核心，坚持“走出去”与

“请进来”相结合，通过开展多层次的文
化艺术和教育教学交流活动，吸收和借
鉴国内外先进办学理念、优秀办学经验
和成功管理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学校的品质内涵和文化外延，着力
打造学校核心竞争力。

——“请进来”传经送宝 提高办学
层次

4月12日，该校与杭州白马湖建国
饭店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决定共建
实习基地，加快该校专业人才培养进
度，推进产教融合，实现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的合作共赢。5月16日，台湾高雄
餐旅大学副校长刘喜临先生一行四人
来到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进行访问交
流。5月24日，新西兰国家歌剧院男低
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张盾先生莅临平
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学术讲座。

——“走出去”展示成果 提高社会
美誉度

5月 1日，在平顶山市第三届“舞动
鹰城”职工广场舞大赛决赛上，该校与
来自全市的 50多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力拔头筹；在平顶山市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表彰大会上，该校获得五一劳动奖
状；在平顶山市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大会上，该校团委被授予平顶山市五四
红旗团委荣誉称号；5 月 21 日举办了
2019年“出彩鹰城 欢乐中原”广场文
化活动专场文艺演出庆祝平顶山职业
技术学院建校60周年。

“我们通过邀请更多的中外名家开
展学术交流，举办校企合作高层论坛；
对学校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工代
表以及默默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代
表进行表彰；举行以校庆为主题的各类
书画作品展；在各级媒体展示我校办学
历程、教学成果、发展成就等系列活动，
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展现 60 年辉煌成
就！”该校党委书记丁永强说。

船正风满帆，砥砺正当时。六十载
积淀，已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站
在新的起点上，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肩负起时代赋予
的使命，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
技术技能和创新型人才，提升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能力，努力写好新时代教育改
革发展的奋进之笔，为办好人民满意的
职业教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踏上新征程 树立新理念 谋划新发展

砥砺奋进六十载 特色发展谱新篇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挂牌

建校60周年文艺汇演 该校学生刘佳鑫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导游服务比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