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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鲜 明 的 安 阳 工 学 院

美丽安工美丽安工

办学类型：公办普通本科院校
培养层次：本科、专科
招生计划：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办

学条件、生源情况、人才需求、就业情
况、学科发展等因素，学校制定分省、分
专业计划，经教育部和河南省教育厅批
准后，向社会公布。根据教育部招生计
划编制和管理的有关规定，学校本科预
留计划 35 人，用于调节各省（市、区）生
源的不平衡，解决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后
出现的生源超过计划数的问题，以及满
足生源质量高，人数充足的省（市、区）
的需要，在教育部及河南省相关规定的
比例范围内预留招生计划，坚持集体议
事、集体决策、公开透明的原则。

体检要求：按照教育部等部门联
合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指导意见》和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录取规则：招生工作按照教育部及
各省（市、区）关于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执
行。飞行技术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按当地当年高考文化课总分的60%执行，
英语单科成绩要求不低于当地当年英语
单科总分的60%，报考考生须通过民航招
飞体检、心理测试和背景调查。飞行技术
专业录取时不认可政策照顾分，其他专业
均认可。考生志愿为平行志愿时，各志愿
同等对待；考生志愿为非平行志愿时，按
照考生志愿顺序录取，优先录取第一志
愿，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依次录取后续志
愿的考生。对我校志愿进档的考生，按照
分数优先的原则，依据专业志愿依次进行
录取，不设专业级差。总分完全相同时

（含政策照顾分），按照语文、数学、外语和
文综/理综的顺序进行比对，择优录取。
考生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
专业调剂，参照专业相关科目或主要科
目，身体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安排专业。
对无法满足专业志愿、又不服从专业调剂
的考生，则做退档处理。报考英语、商务
英语、商务英语（民航服务英语方向）三个
专业要求英语单科成绩达到 95分以上，
应用英语专业要求英语单科成绩达到90
分以上，在总分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参考
英语听力分数，择优录取。

学费标准：按照教育部和上级主管
部门核准执行。学校各类专业学费标准
如下：普通本科专业：文科3400元/生·学
年，理科 3700 元/生·学年，艺术类 5700
元/生·学年。中外合作办学本科专业：
城乡规划文、理科 16000元/生·学年，土
木工程 12000 元/生·学年，机械电子工

程 16000 元/生·学年。普通专科专业：
文科 3300元/生·学年，理科 3600元/生·
学年，艺术类 5600元/生·学年。2020年
暂定分专业的学费标准，如学费标准调
整，将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外语语种：外语语种不限，考生入
校后的公共外语教学语种为英语。

颁发学历证书：学生完成学校教
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及学分，成绩合格
者颁发安阳工学院毕业证书，对符合
国 家 有 关 学 士 学 位 授 予 条 件 的 毕 业
生，颁发安阳工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录取结果公布渠道：1.学校直接给
考生发送录取通知书并在我校招生平
台上公布；

2.各省（市、自治区）招办通过电
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公布。

咨询方式：1. 学 校 网 址 ：http://
www.ayit.edu.cn/，2.电子信箱：aygxyzb
＠ 163.com，3. 咨 询 电 话 ：0372—
2909038、2909040、2909046、2909048、
2909130（ 招 飞 专 线 ），4. 传 真 ：
0372-2909887

学校地址：河南省安阳市黄河大
道（学校本部）

河南省安阳市纱厂路21号（洹滨校区）

安阳工学院2020年招生章程

安阳工学院院长景国勋 学生在实训基地上课
学校大门

至善湖湖畔教学楼

●河南省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

●河南省转型发展试点高校

●河南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

●河南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满意本科院校

●值得推荐的河南教育名片

●河南应用技术类型十佳示范高校

●河南省文明校园

平顶山学院坐落在河南省平顶山
市新城区白龟湖畔、国鼎山上，是一所
经教育部批准、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的综合性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
前身是创建于 1959年 10月的平顶山
师范学校,学校坚持立足地方服务行
业，逐步形成了以工科等应用学科为
主，涵盖工、管、理、文、法、艺等 9个学
科门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布
局。学校现有湖滨和崇文两个校区，设
有18个教学单位，有53个本科专业、9
个专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 20936人，
各类成人教育学生 10000余人。教职
工1500余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学
位）教师1000余人，副教授和高级实验
师以上职称人员400余人。

教育教学

学校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现拥有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平顶山学院-平顶山
电视台文学实践教育基地；1门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
声；8个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小学教
育、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资源环境与
城乡规划管理、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
影视文学、软件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会计学；8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软件工程、小学教育、播音与主持艺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戏剧影视文学、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会计学、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9个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软件工程、
生活中的微观经济学、学前心理学、高
电压技术、化学反应工程、区域分析与
规划、唐诗与中州文化、传播理论与技
巧；2个省级教学团队：文化传媒类专
业文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资源环境与
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团队；
4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软件工程
实验教学中心、化学化工基础实验教学
中心、电气与电子实验教学中心、广播
电视实验教学中心；5个省级一流专业
建设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播音与主
持艺术、小学教育、化学工程与工艺、护
理学；8门省级一流课程：环境绿化设
计、管理学原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精
读、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英语语音、现代
教育技术、全媒体人才专创融合实践；
3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家兔
大脑皮层诱发电位、导游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大型节目转播系统流程；9个省
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戏剧影视文学教
研室、小学教育教研室、计算机学科基
础教研室、文学教研室、化学工程与工
艺教研室、电气教研室、学前教育教研
室、物联网工程教研室、基础医学系

科学研究

学校拥有一批实力较强的科研机
构及技术开发基地。现有 5个省级重
点学科，1个河南省重点实验室，4个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个省级工程实
验室，1 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1个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

地，1个河南省林业厅重点实验室,1个
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学校与平高
集团共建“高压智能电器河南省工程实
验室”，联合开展高压智能电器研发，涌
现了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在中石
油陕西长庆油田、平高集团、皖电东送、
美国伊顿电气等国内外企业及重大工
程中得到了成功应用。与中国林科院、
河南省林业厅三方共建低山丘陵区生态
修复重点实验室，建立了低山丘陵区生
态修复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研发基地，建
有国家林业局林业行业公益性项目试验
基地，加入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
员会资助的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
络。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汇聚国内外
专家学者，围绕区域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深入研究。陶瓷研究所承担的唐代花釉
瓷复仿制作技术项目，恢复了失传千年
的唐代花釉瓷制作技术，填补了国内空
白，在此基础上，鲁山县建立了鲁山花瓷
产业园。学校精密制造创新团队研制出
便携式红花采摘机，积极推动了河南乃
至全国红花产业化水平。

社会服务

学校始终立足服务区域发展，与平
顶山市政府、平煤神马集团、平高集团、
亚坤集团、大河网、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
会等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开展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成立了平煤神马学院、平
高学院、亚坤学院等行业学院，与中原鲲
鹏生态创新中心合作共建“鲲鹏产业学
院”，面向华为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
等领域，培养基于鲲鹏云平台的软件适
配、迁移和开发人才，与河南省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信访局、平顶山市
委宣传部等单位合作共建了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研究院、河南人民信访与社会
问题研究院、平顶山市文化产业研究院
等新型智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增强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

校园文化

学校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提
升软实力的一项基础工作来抓，大力开
展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
动。学校雅乐团是中国大陆高校第一
家以古代雅乐文化为特色的表演团体，
在第五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上再现了古
应国宫廷礼乐文化，受到海内外同行瞩
目。舞龙舞狮和柔力球项目为学校特
色项目，龙狮队多次出访国外开展国际
文化交流。

就业创业

学校形成“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
赛促练”创新创业育人模式，近年来，学
生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类
竞赛活动中获得奖励 2000余项，立项
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40项，资助850余项“大学生科技
创新基金项目”。在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国家级铜奖
1项，省级金奖 2项、银奖 5项、铜奖 12
项，并连续三年获省级优秀组织奖。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积极
拓宽就业渠道，开展精准就业创业服务，
强化就业创业指导帮扶，举办各类双选
会，服务毕业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

在豫招生代码 普通类 6125 专升本 6126 专升本 6555（退役士兵计划） 中外本科课程合作项目 6127 软件类 6128

二级学院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外国语学院

电气与机械工程学院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旅游与规划学院

政法学院

医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体育学院

音乐学院

陶瓷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戏剧影视文学
汉语言文学

广告学
文化产业管理
广播电视编导

播音与主持艺术
网络与新媒体

播音与主持艺术
文化产业管理

英语
商务英语

翻译
西班牙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机械电子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环境生态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云计算）

软件工程（移动互联网）
软件工程（游戏开发工程师）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中外本科课程合作）
物联网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应用统计学
金融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保险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会计学
会计学

（中外本科课程合作）
地理科学
旅游管理
城乡规划
地理科学
旅游管理

法学
行政管理

法学
行政管理
护理学
药学
护 理

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

医学检验技术
康复治疗技术

护理学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

（中外本科课程合作）
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美术学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中外本科课程合作）

环境设计
体育教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教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音乐表演
音乐学

音乐表演
音乐学

产品设计
陶瓷艺术设计

学制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五年
二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层 次
本科，师范类
本科，师范类

本科
专升本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专升本
专升本

本科，师范类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专升本
本科，师范类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专升本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师范类
本科
本科

专升本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师范类
本科
本科

专升本
专升本
本科
本科

专升本
专升本
本科
本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升本
本科，师范类

本科，师范类

本科，师范类
专科，师范类

专升本
本科，师范类

本科
本科

本科

专升本
本科，师范类

本科
专升本
专升本
本科

本科，师范类
专升本
专升本
本科
本科

2020年招生专业目录

平顶山学院2020年招生提示：
学校办学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湖滨校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崇文路（崇文校区）
招生网址：http://zsxx.pdsu.edu.cn/
E-Mail：zhaosheng@pdsu.edu.cn
咨询电话：0375-2657796 2657677 2657797
QQ群：773497234 956984632 565635437

平顶山
学院官方微
信公众号

平顶山
学院招生就
业处官方微
信公众号

平 顶 山 学 院
学校国标代码：10919

安阳工学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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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
为安阳大学，始建于1983年，2004年 5
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
更名为安阳工学院，2013年 11月以优
异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
评估，2017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
设单位，是全国第 9所、河南省第一所
培养飞行员的高校，是中国产学研合作
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德职教联盟常
务理事单位、国家棉花产业联盟第一批
联盟成员单位、《中美人才培养计划》成
员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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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优秀奖”“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河南人民满意的十大
高校”“新中国成立70周年河南最具国
内就业竞争力高校”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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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
安阳文化系列选修课，建成安阳文化展
馆。“安阳文化进校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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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将安阳厚
重历史和地域特色文化融入校园建设
中，用周易六十四卦象铺设的旭日花
园，以电子阴阳对撞为核心扩展的求索
广场，以金木水火土为元素的五行门雕
塑和以甲骨文撰写的百家姓文化墙等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贯通与交融。

学校秉承“明德修身，立风养性，博
学致知，笃行建业”的校训，坚持“地方
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聚精会神搞
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办学条件日趋完
善，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科研水平显
著提升，对外交流繁荣发展，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党的建设不断加
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安阳工学院现有规模如何？
学校占地面积1580亩(含大学科技

园)，建筑面积 66.6万平方米；现有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价值4.45亿元；馆藏纸质
图书180余万册、电子图书151万种、中
外文纸质期刊 851种、电子期刊 12000
余种。现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22888人，设置有 18个教学院部，开设
57个本科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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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人，具有正高职
称教师102人、副高职称教师328人，具
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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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工学院的办学特色与优势是
什么?

学校着力打造航空、先进装备制
造、土木建筑、化学化工、电子电气与信
息技术、生物食品及农产品等六大工科
专业集群和应用文科专业集群。建有
省级教学团队、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省级一流本科
课程、省级特色专业等本科教学工程项
目61项。学校拥有省级重点学科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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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纳米复合传感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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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校机床测试与仿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市级科研平台
41个，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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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校教师主持国家级科研
项目 29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123项，主
持市厅级项目677项；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 文 2548 篇 ，其 中 SCI、EI、CSSCI、
ISTP、ISSHP等收录论文 297篇；以独

著或第一主编出版学术著作196部；以
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等奖项
406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各级各类科
技成果奖励 823 项；2016 年获河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学校一大批科技成
果已落地企业并投入应用，产生了显著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安阳工学院就业创业如何？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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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安阳市创业大学、省
级众创空间和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设有创业扶持基金，学生双创能力不断
增强。近 3年，我校学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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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得国际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获得国
家级奖项146项；获得省级奖项747项。

学校建立有校、院两级就业指导服
务机构，积极帮助同学们做好职业发展
规划和学习生涯规划，建有以求职与职
业生涯规划为目标的飞途职业导航网
络平台，开设有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课
程，帮助同学们认识自我，认识职场，实
现职业理想。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所开专业符合社会需求，毕业生普
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学校就业率始
终稳定在90%以上。

安阳工学院的对外交流如何？
学校坚持走国际化发展道路，不断

加强与国（境）外高水平大学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引进国（境）外优质教育资源。
先后与英国提赛德大学、德国安哈尔特
应用科技大学、美国欧道明大学、荷兰布
雷达应用科技大学等45所大学和我国
台湾地区的昆山科技大学、台湾义守大
学、台湾静宜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
中华科技大学、台湾南华大学等11所大
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与英国提赛德
大学联合举办“土木工程”专业、与荷兰
布雷达应用科技大学联合举办“城乡规
划”专业、与奥地利维也纳应用科技大学
联合举办“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等三个中
外合作办学本科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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