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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工学院 践行立德树人使命 绘就更加出彩篇章

●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
范高校
●连续三年获得国家科技奖高校
●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建设高校
●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
百强高校
●中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
竞赛连续夺得六届一等奖的全国
三所高校之一
●河南省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
单位
●河南省国际化竞争力排名前三
高校
●河南省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文明学校
●河南综合实力20强高校

学校简介

中原工学院始建于 1955年，原隶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
1998年划转为河南省管理，为全日制
公办本科高校，已经发展成为以工为
主，纺织服装和航空技术学科特色鲜
明，工、管、文、理、经、法、哲、史、艺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特色骨干大
学。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研究生、

留学生共23832人。
学校现有教职工1974人，教授、副

教授 638人，博士、硕士以上学位教师
1275人；有国家级优秀教师、模范教师
6人；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2人；河
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省级教学名师、
省级优秀教师、河南省特聘讲座教授、
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41人；河南省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 1人,中原英才计划 2
人，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教育管理人才
11人，河南省高层次人才：A类 1人，B
类1人，C类12人。

学校设有纺织、服装、能源与环境、
机电、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计算机、
建筑工程、艺术设计、经济管理、新闻与
传播、法学与知识产权、软件和马克思
主义学院等 21个教学部门，现有 65个
本科专业，1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53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1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7个国
家一流本科专业，4 个国家级特色专
业，1 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1个国家级实践教学基地，1个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
在近三届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评审中，获得特等奖、一等奖共12项。

拥有“纺织服装新材料及高端装
备”和“智能与航空信息技术”2个河南
省特色骨干学科群。有 8个河南省重
点学科一级学科，2个河南省重点学科

二级学科。2门课程入选首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课程。2018年获批河南省博
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拥有河南
省首批工业训练中心和大学科技园。

现有金刚石高效精密锯切工具技
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河南省纺
织服装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功能
性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功能盐
材料重点实验室、河南省网络舆情监测
与智能分析重点实验室等52个国家级
和省级科研平台。

2011 年以来，学校承担各类科研
项目2900余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 14项，省部级
科研项目78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等省部级社科项目227项，承担横向科
研项目1200余项。

近年来，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174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3项、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 3项。中原工学院大学科技
园入选河南省双创基地，中原工学院众
创空间备案为省级众创空间。2018
年，学校获批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首批辐射点。2019年、2020年入校
科研经费连续两年突破1亿元。

学校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目
标：“十四五”期间，学校各项办学指标
和数据达到更名大学要求。到 2035
年，学校获批博士授权单位，办学特色

更加鲜明，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更加
凸显。到 2050年，学校建成国内一流
高水平特色骨干大学。

人才培养

学校聚焦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围绕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积极推进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强化专业内
涵建设，推行大类招生，加强学生实践
创新能力培养，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持续加强学风建设，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深化。

攻读双学士学位。学校法学、知识
产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工程
管理、土木工程、工商管理、播音与主持
艺术、英语等专业被批准开展双学士学
位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学校成立有创新
创业学院，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创业实
践、推进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孵化。设
有 创 新 创 业 专 项 奖 学 金 。 在
2016-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
排行榜（本科，TOP300）中，中原工学
院位列全国第135名。

“2019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获国家奖10项，获奖综合成绩位列
河南省第一名；获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
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特等奖2项，创下

“连续六届获全国最高奖”历史。
第二课堂学分制度。学校引导青

年学生坚持学业为主，同时针对创新创
业、志愿服务、文体艺术、社会工作等方
面，将学生参与的成果纳入第二课堂人
才培养，给予相应学分。

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原工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
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是河南省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挂靠单位，是首届河
南省高校交通教育联盟理事长单位。

学校先后与俄罗斯、意大利、泰国、
英国、德国、美国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
55所教育机构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与世界百强高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合
作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创业时代
网联合京领教育发布的2018中国大学
国际化竞争力排行榜中，中原工学院国
际化竞争力位列河南高校第3。

2017年，学校与俄罗斯联邦圣彼得
堡国立宇航仪器制造大学合作申办的中
原工学院中原彼得堡航空学院获教育部
批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软件工程等三个专业开始招生。

2019 年 5 月，中原工学院第一所
海外分校——轩辕学院正式获批，设于
泰国格乐大学，首批汉语国际教育和会
计学两个专业开始招生。

目前，学校已与国内知名高校联合
培养博士生 23名，与英国布鲁内尔大
学、巴西圣保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 19名，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
养经验。

校园多彩生活

学校有龙湖校区、中原校区和西校
区 三 个 教 学 区 。 图 书 馆 馆 藏 图 书
446.42万册；体育文化节、外语文化月、
数理文化节、法律文化节、社团文化节
等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学校鼓励
学生社团健康有序发展，在经费、场地、
设备、条件等方面给予保障，支持学生
社团活动正常开展。校内有各类学生
社团80余个。

学校是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

组织单位，鼓励支持大学生利用寒暑假
及日常业余时间，广泛参加社会调查、
生产劳动、科技发明和勤工俭学等社会
实践活动。

学校开办有弘德讲坛，广邀社会各界
杰出人物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使学
生近距离感受大师风采，增进他们了解相
关学科的前沿信息和最新成果，拓宽学术
视野，更新思想观念，提高综合素养。

资助奖励

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国家助学金、校长奖学金、学业奖
学金、专项奖学金。

学校每年有 800余名学生获得国
家奖学金（8000 元/年）和国家励志奖
学金（5000 元/年）；近 6000 名学生获
得国家助学金。

校长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每人最
高可获10000元；学业奖学金每学年评
选一次，获评比例为在校学生的近
25%；学科竞赛、文体竞赛等获奖可申
请专项奖学金。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招生就业

学校多次被评为“河南省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获“河南省高
等教育就业质量示范院校”等荣誉称号。

2021 年中原工学院面向全国 30
个省（市、区）计划招生本科生5600人。

中原工学院招生热线：
0371-67698700
中原工学院招生处网址：
http://zsc.zut.edu.cn/

学校官方微信

雨后的中原工学院雨后的中原工学院

□孙翔 刘栋 张洁 张哂

新乡医学院是河南省独立建制的
西医本科院校。入选国家“111计划”，
是国家“十三五”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
建设工程（二期）支持高校、教育部卓越
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建设高校。学校位
于雄居中原腹地的新乡市，这里太行巍
峙，大河奔流，平原广袤，大开大阖间气
度不凡，城市规模排名河南省第三位，
高校数量居河南省第二位，是中原城市
群核心发展区城市、郑州大都市区次中
心城市和国务院确定的豫北地区重要
的中心城市。

千秋大业，以人为本
立德树人方显教育本色

新乡医学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号召，以培养
创新人才为己任，致力于办好人民满意
的高等医学教育，赢得了学生、家长和
社会各界的好评。

学校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积极推
进素质教育，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为
载体，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重视思
想政治教育，结合学生成长实际，实施

大学生成才导航工程。学校连续多年
获得全国和河南省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学校鼓励
和支持学生开展科技文化创新活动，
认真组织开展大学生科研课题申报评
选，划拨专项经费，每年资助遴选课题
100 余项。近年来，学生在可比较的
考试与竞赛中成绩显著，在“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
大学生英语知识竞赛、全国电子专业
人才设计与技能大赛、首届全国大中
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等重大赛事
中取得优异成绩；在 2021 年“第十届
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中，新
乡医学院是河南省唯一一所三个专业
（临床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同时进
入全国总决赛的高校。

新乡医学院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
工作，实行就业导师制，对毕业生进行

“一对一”帮扶。自 2014 年河南省教
育厅在学校设立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市
场医学卫生类分市场以来，学校充分
利用这一优势，多渠道为毕业生搭建
就业平台，本科毕业生年底就业率连
续多年保持在 96%以上，硕士研究生
年底就业率 100%。社会对新乡医学
院毕业生抽样调查满意率在 98％以
上。学校被评为“全国高校就业 50
强”，两次被评为“河南省大中专毕业

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教学改革，科技创新
齐头并进实力大幅提升

新乡医学院开展全面振兴本科教
育行动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一流专业、一流课程、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建设行动计划，积极推进素质
教育。学校扎实推进教学研究，获首批
国家级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单
位、国家级卓越医生培养计划试点单
位、国家首批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
首批教育部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单位、

首批河南省本科生学业导师制改革试
点单位。拥有国家级、省级特色专业15
个、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5个、一流本
科课程44门。拥有省级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9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8个、教学
团队6个、优秀基层教学组织21个。建
成河南省首批省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示范中心，获批省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1个和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6门。

新乡医学院各学科 ESI排名持续
提升，其中临床医学学科自 2017年进
入 ESI全球排名前 1%以来，学科优势
指数提升38.18%。“十三五”期间，学校
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192项，省部级项
目 267项。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逐年
攀升，发表高被引论文 8篇，中科院分
区 1区论文 50篇。获得省级科技成果
奖 18项。申请专利 1164项，其中发明
专利 535项；授权专利 847项，其中发
明专利 206项。入选河南省高校知识
产权综合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十强、十快
高校。SCI等论文产出连续居全省第6
位，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连续居全省第
9位。

风向引领，深化改革
“双创”教育实现新突破

新乡医学院努力建设完善的“双
创”工作机制，加强“双创”师资队伍建
设，推进“双创”平台建设，强化“双创”
实践和体验，推动“双创”工作取得新的
进展和突破。新乡医学院众创空间先
后被确定为河南省高校众创空间建设

项目、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示范
基地和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获 2020年河南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5项、
二等奖 5项、三等奖 6项。实现大学生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河南省教育厅

“十四五”规划教材、河南省本科高校大
学生校外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建设、
河南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河南省
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等7项省级平台或项目的“零突破”。

新乡医学院与新乡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合作，开展创新创业培训和
网 络 创 业 培 训 ，在 校 生 参 训 率 达
100%。对接华兰生物、驼人集团等优
秀医药和成功创新型企业，开通学生实
践实习的“绿色通道”，打造校企创新联
合体。积极开展创新创业研究，推动理
论研究向更高层次和水平推进，实施医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工程，推进创业
基本素质教育，为在校本科生开设
GYB创业培训、网络创业培训、创业运
营与管理等教育培训，助推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提升。

继往开来，砥砺奋进
昂首阔步开启新征程

近年来，新乡医学院先后获得“河
南省文明单位”“河南省文明标兵示范
校”“河南综合实力20强领军高校”“河
南省考生心目中最理想的高校”“河南
省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河南省
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最满意高校”和“全
国高校就业50强”等多项荣誉。坚持立
德树人、稳中求进、内涵发展，各项建设
有序推进，学校事业发展保持良好态
势。“三大工程”“四位一体”建设成效显
著；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
不断提高；加强学科建设引领，科技创
新能力持续增强；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强化；扩大对外交流
合作，开放办学领域持续拓展；着力加
强规范管理，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加大校园建设投入，基本办学条件持续
改善；规范附属医院发展，社会服务能
力不断提高；加快民心工程建设，师生
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千秋大业，实干为基；宏伟蓝图，
落实为要。今天的新乡医学院，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
校、文化荣校、依法治校、开放活校，
主动融入“健康中国 2030”、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主动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
快推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朝着建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医科大学阔步
迈进。

新乡医学院 千秋大业育人为本 继往开来续写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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