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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坐落在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郑州市，地处华北平原
南部，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交通便捷，
是河南省唯一一所具有鲜明航空特色
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学校始建于 1949年，与共和国同
龄，时称平原省财经学校，隶属航空工
业部。1964 年全国 16 所航空学校调
整，更名郑州航空工业学校，1978年升
格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专科学校，1984
年升格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本
科），1989 年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
1999年，学校隶属关系发生转变，由中
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主管转变为中央与
地方共建，日常管理以河南省为主的办
学体制。2009年，通过硕士单位立项建
设评审。201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2017年，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
能力建设工程规划高校。2017 年 12
月，成为河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民用航
空局共建高校，进入省部共建高校行
列。2020年，入选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
建设高校。2021年，获批成为河南省博
士学位一般立项建设单位。

学校秉承“严谨、求实、开拓、进取”
之校训，坚持“德育首位，教学中心，质
量至上，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树立

“协同办学、协同育人、协同创新”的发
展理念，坚持“面向航空航天产业、面向
区域经济社会”的服务面向，形成了“航
空为本，管工结合”的办学特色，确立了
在航空工业管理和技术应用研究领域
中的较强优势。

学校占地 1700 余亩，建筑面积
109万平方米，实验场所面积10.6万平
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16.42亿多元，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3.2亿元。图书馆
藏书 255.67 万册，电子图书 58.03 万
册，电子期刊 146.16 万册，纸本期刊
916 种，中外文数据库 57 个。体育活
动场地面积11.9万余平方米。

学校有管、工、经、法、文、理、艺、教
八 大 学 科 门 类 。 下 设 16 个 教 学 院
（部），1个书院，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南乌拉尔学院，1个继续教育学
院。现有7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15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省特色骨
干学科群，3个省重点一级学科，4个省
重点二级学科。现有64个本科专业，其
中包括国家特色专业3个，省特色专业9
个；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7个，省一流专
业建设点18个；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9
个。学校面向全国 28个省（市、区）招
生，普通本科专业在河南省全部纳入一
本批次招生，现有全日制本专科生、研
究生、留学生31092人。学校现有教职
工2083人，其中教授、副教授632人，具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577人。拥有教育部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3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6人、全国优秀教师5人、全国
师德先进个人1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2人、省学术技术带头人9人、省
教学名师7人、省模范教师1人、省优秀
教师 15人、省师德先进个人 7人、省文
明教师 14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2人、
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62人、省高校
青年骨干教师94人，同时聘有兼职教授
或客座教授227人。

学校现有科研实验平台 43个，其
中省级以上 27个，包括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 1 个、省重点实验室 1
个、省国际联合实验室 2个、省协同创
新中心 1个、省工程研究中心 5个、省

工程实验室5个、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个、省研究中心2个、省软科学研究基
地 1个、河南省新型品牌智库 1个、河
南省特色智库1个、河南省科技智库研
究基地 1个、省优秀创新团队 1个、省
创新团队6个。建立了无人机研究院、
大数据科学研究院等跨学科科研平
台。承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92项，基于 NSFC 国
际合作项目 1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64项。连续主办了三届中德“先
进陶瓷材料设计、制备与应用”双边学
术研讨会。承办2018先端机电融合系
统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硅酸盐学会无机
非金属材料专题高性能陶瓷研讨会、中
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学术年会、中
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2019航空经济发展论坛
暨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十四五”发展研
讨会、创新中国 2019中国国际航空产
业技术高峰论坛、2021年首届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无人机创新应用高层论
坛等会议。

学校注重国际交流合作，先后与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波兰、韩国、坦桑
尼亚等 30多个国家的 72所大学建立
了友好合作关系，开展了多形式、深层
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英

国高地与群岛大学、波兰华沙人文社
科大学举办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实现了学校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
项目和机构全覆盖；与坦桑尼亚多多
马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荣获全球

“先进孔子学院”“公共外交工作先进
单位”“中坦友好使者奖”等称号；与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建成省内首家法语联盟“郑州法语联
盟”、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培训
分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
中心河南基地。

学校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理想
信念坚定、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
突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
素质复合型人才，是航空航天产业和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人 才 培 养 基
地。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科技竞
赛。近三年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斩获国家
级奖项 14 项。获批国家级和省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161项。在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等单项学科竞赛中获
得省级以上奖励 1700 余项。郑航众
创空间获批省级众创空间，学校连年
获评国家或河南省大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先进集体。

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 16万余名

各级各类人才。广大校友服务于航空
航天、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作
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批杰出代表，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学部委员
杨圣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原副总
经理、总会计师顾惠忠，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原总会计师田民，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刘跃珍，中国融通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李耀，中国西
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赫
连明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都本正等。

学校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示范高校”“河南省本科院校综合实
力 20 强”“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河南省文明校园”“河南最具就业竞
争力示范院校”“河南高等教育质量社
会满意院校”“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河
南高等教育十大杰出贡献单位”“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河南最具国内就业竞
争力的高校”“河南高等教育十大榜样
示范高校”“河南综合实力 20 强领军
高校”“河南高等教育综合实力 20 强
高校”“河南高校招生就业工作示范单
位”“河南高校宣传工作示范单位”等
荣誉称号。

学校立足扎根中原大地，坚持转型
发展、错位发展、创新发展，着力提升服
务航空航天产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建

设的能力，锐意进取，勇毅前行，为早日
建成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创新开放、协
调发展的高水平航空航天大学再谱新
章！

招生咨询：0371-61912539

郑州航院
招生微信公众号

郑州航院
官方微信公众号

龙子湖校区西大门。 龙子湖校区图书馆。
校园内停放的歼-7战斗机。

英姿飒爽的校国旗护卫队。

航海路校区图书馆。

河南科技学院是河南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院
校，始建于 1939年，前身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
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大学部生物系，2004年更名为
河南科技学院，开办有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

学校地处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河南新乡市，占地面积2000余亩，校舍面积64万
平方米，图书馆文献资源总量496万余册（种），中
外文期刊 1500余种。学校是河南省博士学位授
权重点立项培育单位、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
建设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单位。
学校是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单位，建有河南
省协同创新中心。有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
台，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国际合作实验室、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46个，有河南
省科技创新团队、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省高校教
学团队、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等50个。建有国家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国家级产业技术综
合试验站、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究中心，是
教育部确定的首批“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训
基地”“国家高职高专师资培训基地”。

学校学科专业涵盖农学、工学、理学、管理学、教
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艺术学等9大学科门类。
有省重点一级学科10个，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
2个。建有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3个。有2个学科进入ESI全
球排名前1%。现有70个本科专业，其中有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专业、卓越职教师资培养计划改革试点专业和卓越
农林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专业等15个，河南省一
流专业、特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本科工程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等38个。

学校坚持人才强校，建有1760余人的教师队
伍，其中教授等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10余人，副教
授等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410余人，博士、硕士生导
师660余人，双聘院士、中原学者4人。国家有突出
贡献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9人；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11
人；河南省优秀专家、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中原领军人才等30余人；河南省教学名师5人；河南
省模范教师、优秀教师24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
人、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122人。聘请25名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

学校坚持质量立校，培育富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积极推进以学生
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
质量稳步提升。2001年以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3项、省级教学成果奖50余项。近三年，学生在
全国蓝桥杯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国际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机器人大赛、全国计算
机设计大赛、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等比赛中获得国家
级以上奖励 150余项。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
10多万名高级专门人才。

学校坚持科技兴校，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学校完成国际合作项目，国家“863”“973”计
划、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攻关、转基因生物重
大科技专项支撑计划等科研课题4150余项，获科
技成果奖 1820余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 3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 7项。特别是 2013年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受到河南省人民政府嘉奖。
2019年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高
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河南科技学院技术转
让收入在全国高校排名47位。

学校着力推进开放办学，积极开展国际学术

交流与合作。学校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德国、韩国、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乌克兰、泰国、俄罗斯、芬兰、匈牙利
等国家的 20 余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2022年 4月，经教育部批准，设立河南科技学院苏
梅国际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风好正是扬帆时，勇立潮头竞风流。学校秉
承“崇德尚能、知行合一”的校训，发扬“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以高水平学科建设为引
领，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线，以深化综合改革为动
力，正大步向建成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突出的
教学研究型大学目标迈进。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单位
●河南省博士学位授权重点立项培育单位
●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单位
●河南省文明单位
●河南省教学改革先进单位
●河南省科技创新十佳单位
●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建设高校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河南科技学院：勇立潮头 扬帆竞秀

注：本表不含国家专项、地方专项、专升本等批次，招生专业以河南省主管部门发
布的信息为准。

咨询电话：0373-3040127（招生就业处）
学校网址：https://www.hist.edu.cn
招生信息网：https://zsxx.hist.edu.cn

河南科技学院2022年在豫招生本科批次及专业

批次

本科
一批

本科
二批

专业名称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生物科学

物联网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人工智能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

法学

汉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教育学

学前教育

英语

商务英语

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

农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物流管理

金融科技

智能制造工程

机器人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烹饪与营养教育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动物药学

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

园艺

园林

环境科学

植物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类别

文史/理工

文史/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文史/理工

文史/理工

文史/理工

文史

文史

文史

文史

文史

文史

文史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批次

本科
二批

本科
二批

中外合作

艺术
本科
A段

体育
本科

对口
本科

专业名称

教育技术学

通信工程

信息工程

应用化学

材料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

服装设计与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应用统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农学

动物医学

音乐学

舞蹈学

动画

美术学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书法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

体育教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农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机电技术教育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烹饪与营养教育

旅游管理

动物科学

园艺

园林

植物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化学工程与工艺

音乐学

工艺美术

服装设计与工程

学前教育

类别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文史/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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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明天。

学校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