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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郑州财经学院是一所经教育部批准
成立的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院校。位于
河南省会郑州市。自1997年建校以来，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依法规范办学，已经成为一
所规模较大、办学特色鲜明、教育质量和
科研水平居于全省同类院校前列的应用
型本科院校。

学校占地 1876亩，建筑面积 57万
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9000
余万元，教学用计算机7000台，多媒体
教室 257个，拥有功能先进的各类实验
实训室 120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212
个，图书馆馆藏各类图书 200万册。学
校现有教职工 1572 人,其中专任教师
1027人，教授、副教授465人，具有硕士
以上学位的教师 868人，“双师型”教师
386人，并从行业、企业管理人员、专业
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中有针对性地
聘请兼职教师169名。

学校下设会计学院、电子商务学
院、现代物流与管理学院、土木工程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互联
网金融学院、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现
代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12个二级学院和
体育教学部、公共艺术教学部2个教学
部；开设69个本专科专业，其中本科专
业31个，涵盖经济学、管理学、工学、文
学、艺术、教育学 6个学科门类。形成
了以会计学为引领、物流管理和电子商
务为主干、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为支
撑的优势特色专业群。学校拥有学士
学位授予权。

学校先后荣获“河南省文明标兵学
校”“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河南省
优秀民办学校”“河南考生心目中最理
想的高校”“郑州市花园式单位”“河南
省最具综合实力民办高校”“河南省高
等教育就业质量十佳示范院校”“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河南人民满意的十大高
校”等荣誉称号。

办学特色

1.筑魂强基，立德树人
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
建设，充分发挥校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学校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坚持全员育人、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
和社会责任感，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
突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分类管理，精准培养

学校积极探索对学生实行“分类管
理、精准培养”，着力打造“3E”特色，服务
学生发展需求。在保证通识课程和基础
课程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升本、考研、
留学深造、创业和就业意向，分类设置课
程进行培养。学校出台《专升本、本升硕
实施方案》等文件，以“学生跨一步、教师
带一步、学校帮一步”为总方针，利用校
内外资源，主动满足学生多元化发展需
求，实现学生升学深造的愿望。近五年
来，学校为有升学需求的学生免费开办
各类辅导班，帮助大批学生成就继续学
习、创新创业和顺利就业的目标顺利实
现。学校还全额资助优秀毕业生赴海外
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3.以赛促学，知行合一

学校在重视理论培养的同时，注重
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近年来，学
校组织多支学生队伍，先后参加了国
家、省、市和相关行业组织的各种职业
技能竞赛 300余次，荣获国际二等奖 1
项，国家级奖项 31项，省级奖项 73项，
市级奖项36项。5名同学通过CMA(美
国注册管理会计师)考试。其中，2019
年 5月，学校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在全球
大学生 ICT大赛总决赛中获得企业网
络赛道二等奖，同时也获得华为中国区
大学生 ICT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和
优秀组织奖；会计学院学生在校园财会
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获全国一等奖。
4.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学校一直把“坚持开门办学，主动贴
近市场，深化校企合作，推动高水平就业”

作为办学特色之一。成立校企合作办公
室，先后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甲骨文（Oracle）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正保远程教育集团、恒大集团、
海尔集团、双汇集团、格力电器等100多
家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其中太平
洋财富中心、三全食品、思念食品、格力电
器、鑫凤凰旅游公司等5家企业直接入驻
学校，以企业见习、顶岗实习、订单培养、
工学交替、产教结合等方式开展合作。学
校毕业生以其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而
备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
5.国际合作，开放办学

学校积极探索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秉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办学理念，
借鉴国外先进办学理念、优秀办学经验及
成功管理模式来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学校的品质内涵和文化外延，着
力打造学校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学校和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西兰、俄罗斯、
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20余所世
界知名高等学府开展国际交流、建立友好
合作关系，每年的教师海外培训、师生出
国访问交流、资助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
骨干教师学历提升工程等项目开展顺利，
先后选派师生500余人次赴10余个国家
开展培训交流等活动。

为全面推进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
加速国际化发展进程，实现办学理念国
际化、师资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学校每
年设置专项资金1000多万元全额资助
骨干教师和优秀本科毕业生赴海外留学
深造。自2017年以来，通过“3E”计划已
选拔资助两届优秀毕业生50余人次赴
英国斯旺西大学等高校攻读硕士、博士

学位，通过“3T”计划选拔近20位骨干教
师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未来学校将构
建更多国际交流桥梁，为师生提供更广
阔的国际大舞台。
6.以文育人，多彩社团

为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全面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学校高度重视
校园文化活动的精品化建设，继续推进

“3C”工程，落实“3C”育人理念，打造了
“卓越学子”评选、人文讲坛、大学生科技
文化艺术节、校园歌手大赛、社团艺术节
等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经典品牌，全方位
满足了广大学生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
化需求，营造了有序、好学、文明、阳光的
校园氛围，培养了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同时重视学生社团的建设，倡导学生“参
加一个社团，培养一种兴趣，掌握一项技
能”，每位学生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
点，找到适合自己锻炼和全面发展的平
台。全校现有50个学生社团，多个社团
被河南省教育厅、团省委评为大学生优秀
社团。其中，“自由空间”社团被评为全国
百强社团。
7.就业无忧，体系完备

学校就业服务中心为全校学生的
就业、实习见习、职业生涯发展、创业实
践等提供指导和服务。服务中心面积
达5000多平方米，下设就业办公室、校
企合作办公室、职业指导教研室等部
门。服务中心积极构建“六全”（全员
化、全方位、全速度、全领域、全要素、全
覆盖）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全方位满足
学生就业需求，组织 2020届毕业生就
业双选会和 40多场招聘会，提供岗位
近 17000个。举办了第十届大学生职

业生涯大赛和10期大学生职业生涯工
作坊活动。学校2019届毕业生就业率
达96.65%。
8.创新创业，筑梦工场

郑州财经学院大学科技园是专门
为学校大学生创办企业提供生存与成
长所需的共享服务和发展空间的孵化
机构和基地。园区建筑面积 12000平
方米，拥有 150个开放工位，50个独立
办公室，2个创客会议室，2个路演大厅，
1个众创咖啡厅。目前，园区企业和孵
化团队数共计56家，其中孵化学生成立
公司50家，年营业额在千万元以上的有

10家。学校积极组织申报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批国家级2项、省
级5项、市级9项，同时承办了2019“郑
创汇”国际双创大赛等项目。园区先后
被评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省级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国家级众创空间”。

学校地址：
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36号
学校网址：
http://www.zzife.edu.cn/
咨询热线：0371-86650005

86650006
86650007

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 办人民满意教育
国家计划内统招本科院校
河南考生心目中最理想的高校
河南省最具综合实力民办高校
河南省高等教育就业质量十佳示范院校
国家级众创空间

（报考代码 6185）

学校大门

类别

普通本科专业
（文理兼收）

普通专科专业
（文理兼收）

艺术类专业
（提前批美术类，文理兼收）

专升本专业
（报考代码6187）

对口专科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物流工程、酒店管理、投资学、金融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审
计学、工程造价、土木工程、网络工程、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英语、车辆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汽车
服务工程、广告学、工商管理、小学教育、统计经济学、互联网金融、学前教育、商务英语、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工程师方向)、软件技术、旅游管
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企业管理、会计、会计(注册会计师方向)、财务管理、投资与理财、互联网金融、金
融管理、工程造价(注册造价师方向)、建筑工程技术(注册建造师方向)、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商务英语、新闻采编与
制作、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制造方向）、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控制方向）、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学前教育、商务管理、应用英语

本科

专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物流管理、投资学、金融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工程造价、土木工程、网
络工程、软件工程、环境设计、酒店管理、车辆工程、物流工程、视觉传达设计、英语

会计(注册会计师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制造方向）

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

地区

郑州、济源

驻马店

周口

商丘

焦作

新乡

南阳A

南阳B

安阳、鹤壁

洛阳A

洛阳B

平顶山

濮阳

三门峡

开封

漯河

许昌
信阳

注：洛阳A：洛阳市、偃师、孟津、新安、宜阳、洛宁

洛阳B：伊川、嵩县、栾川、汝阳
南阳A：南阳市、新野、唐河、邓州、桐柏、方城、杜旗
南阳B：南召、镇平、内乡、西峡、淅川

电话（微信）
15238680977
18903711288
13525577577

13526701132

18695805580

18625500552

13373913888

13673625771

15617676897

13783853018

13526805072

13838315181

13673397229

15736728001

13838315181

13783783123
18739906185
18903711288
15993647231
13838381990

负责人

董老师

时老师

张老师

孙老师

陈老师

卢老师

谷老师

王老师

郑老师

白老师

苏老师

焦老师

张老师

苏老师

宋老师

董老师

胡老师
江老师

QQ

1186703656

113479767

1010085651

863923853

525405352

1473443579

2311362853

415032499

29241540

1145309889

1105420238

12479479

1073440828

1105420238

1002143621

2586107762

2995620580
13838381990

各省辖市招生咨询处

2020年招生专业（报考代码6185）

类 别

普通本科
（文理兼收）

专升本
（文理兼收）

对口本科

艺术类本科
（B段）

普通专科
（文理兼收）

专 业

金融工程、思想政治教育、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智能工程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土木工
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测绘工程、交通运输、交通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工程
管理、工程造价、财务管理、审计学、交通管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物联网工程、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测绘工程、交通
运输、工程管理、工程造价、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联网工程、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管理、工程造
价、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2020年招生专业：

录取原则：所有专业文理兼收。按照省定分数线，根据本人专业志愿及我校招生计划，按
考生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艺术类录取规则：在专业分和文化分双过线的情况下，以专业
分成绩从高分向低分录取，末位考生成绩相同时，分别以语文、数学、英语成绩排序进行比较。

招生负责人

张运生

王顺强

袁迎光

李 奎

李 扬

杨洪振

闫丽君

区域

周口、商丘

信阳、驻马店

郑州、开封

南阳、三门峡

许昌、漯河、平顶山

洛阳、焦作、新乡、济源

安阳、濮阳、鹤壁、辉县、卫辉、长垣

联系电话（微信）

13592593050

18838167611

13849113172

18703884288

18739916728

13526516758

15803855633

黄河交通学院是河南省唯一的一所以培养交通运输类人才为主的普通本科高校
本、专科招生代码：6226 专升本招生代码：6227 院校国标码：13498

★河南省文明学校

★河南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河南省学校行风建设先进单位

★河南省平安校园

★河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先进集体

黄河交通学院与美国特斯拉联合共建的黄河交通学院—特斯拉
培训中心成立

黄河交通学院
官方微信

黄河交通学院
招生就业在线

学校官网
www.zjtu.edu.cn

黄河交通学院
官方微博

黄河交通学院新校区黄河交通学院新校区

黄河交通学院始建于1995年，是
河南省唯一的交通运输类普通本科高
校。学校现有三个校区，占地1800余
亩，在校生1.8万余人，教职工1200余
人，中高级职称和研究生以上学历占
教师总数 70%以上。学校建筑面积
近78万平方米，教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15 亿余元，图书馆藏图书 147万余
册，拥有实验实训室127个，校外专业
实习基地136个。

建校20余年来，学校紧紧围绕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向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和现代机械制造行业办学，
形成了以工科为主，工学、管理学、经
济学、法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格局。学校设有 7个二级学院、开
设70多个本专科专业，累计向社会输
送了近10万名专业人才。

学校不断深化应用技术大学内涵
建设，积极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办学模式，与中国汽车研究院、中国
农业机械研究院、中国邮政集团、河南
省社科联、河南省交通科技研究院、特
斯拉、宇通客车、奇瑞汽车、美的集团
等国内外上百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其中，

2019年学校与中国汽车研究院联合
建设的“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车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总投资 19.7亿元，填
补了河南省无国家级一类汽车检测机
构的空白，为郑州大都市区建设贡献
了交院力量。

黄河交通学院坚持“质量立校、特
色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理念，社会
声誉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先后获得了

“河南省文明学校”“河南省教育系统
行风评议先进单位”“河南省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河南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
织”“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河南省
平安校园”“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河南
人民满意的十大高校”“河南省高等教
育就业质量十佳示范院校”等近百项
荣誉。

奖助措施：
1.按照国家政策学校设有国家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金额分别为：8000元/生/年、5000元/
生/年、2000-4000 元/生/年，符合条
件者均可申请。2.学校为贫困生提供
勤工助学岗位，多方位、多渠道的组织
贫困生开展勤工助学活动。3.学校开
辟有“绿色通道”，家庭确实困难者，经
困难认定后可申请国家助学金或国家
助学贷款。4.按照国家政策对建档立
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精准资助，
审核通过后，每生每年资助 4000元。
5.学校出资设立了“黄河前进”奖、助
学金，奖学金分别为 3000 元/生/年、
2000 元/生/年、1000 元/生/年，助学
金 分 别 为 2000 元/生/年、1000 元/
生/年。

黄河交通学院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建设的国家智能清洁
能源汽车检验中心项目开工

黄河交通学院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联合筹建的国家智
能农机装备科教示范园项目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