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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六月，草木青翠、生机勃勃
的洛阳理工学院，一场为期十天、面向
全体教师举行的“教师专业素养与教育
教学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正在进
行，校长张锐在开班仪式上做了题为

“理解教学本质、改进学风教风、提升育
人本领”的主旨报告。正是这次培训，
让已有 66年办学历史、为国家和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了近20万名
毕业生、2021年获批河南省硕士学位
授予重点立项建设单位的洛阳理工学
院吹响了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的号角。

质量立校是核心，“国家一流”取得
新突破。2022 年 6 月，洛阳理工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
化四个专业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
点”。近年来，洛阳理工学院坚持走产
教融合应用型大学的发展道路，紧跟时
代要求、产业需求和社会诉求不断完善
培养方案，改进教学方法、考试评价方
式及教学辅导方式，建立起完备的教育
教学质量标准体系。学校是教育部数
据中国“百校工程”项目院校，与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黄河科技集团共建“鲲鹏
产业学院”，与郑州大学、河南科技大
学、河南理工大学、中钢集团洛阳耐火
材料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培养硕士研究
生，与洛阳市人民政府、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材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中国联合水泥有限公司、固高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等 300余家地方政
府、产业集聚区、企业单位开展政产学
研合作。深度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带来
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2021年，学校
获得河南省教学成果奖4项，58个本科
专业中有 4 个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15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2门国家级
精品课程，1门国家级一流课程，4门省
级精品课程，38门省级一流课程，省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6门，省级课程思
政样板课程9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 5项，6个河南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建设点，4个省级教学团队，15
个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2022年材料
工程学院的毕业生考研率达到32.3%，被
《人民日报》报道。

科技兴校是重点，高端平台广种
“博”收。学校坚持创新与服务相结合，
科学研究与智库建设快速发展。目前
是河南省高校唯一一所拥有“国家大学
科技园”“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国
家级众创空间”三个国家级平台的高
校。同时建有国家级智能起重装备工
业设计中心、首批河南科技智库绿色建
材创新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特种防护
材料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复合刀具与精
密加工国际联合实验室等31个省级及
以上科研平台；近年来，学校承担省级
以上科研项目25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

科研成果奖 29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
1861项。2021年，获得 5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其中重点基金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3项教育部
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科技
成果一等奖4项，取得历史性突破。

人才强校是关键，教学相长成绩斐
然。学校坚持培养和引进相结合，师资
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教师发展中心成功
入选首批省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
心。全校现有教职工 1819人，其中专
任教师1459人，高级职称教师626人，
高级职称教师占比42.9%，具有博士学
位 359人，具有硕士学位 906人，硕士

学位以上教师占比86.7%，“双师型”教
师1099人。教师中既有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能手，也拥有河南省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中原基础研究领军人才、
河南省教学名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
术带头人和洛阳市优秀专家等各类拔
尖人才160余人，聘有包括两院院士、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原学者、博
士生导师在内的100余名讲座教授、特
聘教授和客座教授，聘有企业优秀专业
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800余人；选拔校
级专业建设首席教授、学术带头人100

余人。学校坚持把国际前沿学术发展、
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融入课堂，建
立科研反哺教学的长效机制，推进本科
生进入教师科研团队等措施，使“三融
三创、融创结合”落地开花。学生在中
国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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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各类竞赛中
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4749项，其中国家
级奖励624项，曾荣获全国“挑战杯”竞
赛“校级优秀组织奖”，2015年以来连
续4届捧得河南省“挑战杯”竞赛“优胜
杯”，连续5届获得河南省“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毕业
生综合素质深受用人单位好评，就业质
量逐年提升，连续三年年终就业率保持
在95%左右。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
的《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
评估》中，2017 年—2021 年连续五年
位列全国普通高校本科组300强，河南
省前 10强；在 2021年全国新建本科院
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第16名。

开放办学是助力，文化建设成果丰
硕。持续增强文化内涵建设，学校博物
馆为河南省国有博物馆。校内建有李
凖先生纪念馆、李进学艺术馆、精品碑
刻陈列室、教育博物馆等主题展馆；全
面提升管理水平，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河
南省文明校园标兵，2020年 8月，被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建筑材料联
合会授予“全国建材行业先进集体”。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芬兰坦佩雷应
用科学大学共建“中芬应用技术大学示
范校”，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联合建

立了材料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科斯特罗
马国立大学建立复合刀具与精密加工
国际联合实验室，与韩国全北大学建立
新型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与英国
胡弗汉顿大学、匈牙利肖普朗大学、韩
国映像大学等10余所国外高校开展教
学和科研合作；与爱尔兰阿斯隆理工学
院、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国立大学举办 4
个合作办学项目。通过“引进来”与“走
出去”，开阔办学的国际视野，厚植多元
文化的软实力。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秉承
“致知、致善、致能、致新”的校训，洛阳
理工学院正在争创“双一流”的新征程
上踔厉奋发、再创辉煌！

洛阳理工学院

努力在“双一流”建设中勇攀高峰

通信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王城大
道90号
邮政编码：471023
招生网址：http://zs.lit.edu.cn
电子信箱：zsb@lit.edu.cn
招 生 咨 询 电 话 ：0379-65928855、
65928856、65928857、65928858、
65928777
传真：0379-65928073

国标代码：11070

河南省代码：

6160（普通本科、专科）

6161（专升本）

6162（中外合作办学）

6164（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6169（与河南机电职业学院联合办学）

安阳工学院：心有蓝天 奋力前行
国标代码：11330 河南省代码：6135、6136、6137、6138、6448

安阳工学院坐落于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中国航空运动之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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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第九所、河

南第一所培养民航飞行员的高校。学

校始终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办学定

位。学校开设61个本科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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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

人，具有正高职称教师96人、副高职称

教师332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

1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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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人才近 60

人。常年外聘院士、知名专家50余人。

学校主动融入地方科技创新和产

业转型升级主战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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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大工科专业集群和应用文科专业集

群，构建应用型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拥

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个，省

级教学名师 2人，省级重点学科 5个，

建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省级一流本科

课程、省级课程思政项目、省级“十四

五”规划教材等省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14项。

学校着力提升创新创业能力，构建

协同育人机制。学校现有实验中心 18

个，综合实验实训室79个，建有校外实

习实训基地226个，教育部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 60项，河南省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7个，与黄河科技集团创

新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安阳

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共建

鲲鹏产业学院、智能建造产业学院等

14个校级现代产业学院。学校建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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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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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类航模比赛暨国际飞行器设

计大赛等各类比赛中获得国际一等奖

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优秀奖4

项；获得国家级奖项 373项；获得省级

奖项1277项。

学校持续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先

后与英、美、德等国家40余所大学和我

国港澳台地区11所大学建立友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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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教

育项目。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民用航

空技术大学合作举办非独立法人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安阳工学院莫斯科

航空科技学院”，招生专业分别为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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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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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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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贯通交

融。春天，正己路樱花灿若烟霞；夏天，

旭日花园芳草如茵；秋天，明德湖、至善

湖波光粼粼；冬天，求索广场、年轮广场

安详宁静。

心系蓝天、心有梦想、心有世界的

安工师生正登高行远，奋力前行！安阳

工学院也将敞开怀抱，欢迎来自五湖四

海的每一位莘莘学子，希望与你携手开

启新征程，共创新辉煌！

学校网址：

https://www.ayit.edu.cn/

电子信箱：

aygxyzb＠163.com

咨询电话：0372-2909038、

2909040、2909046、2909048

学校全景。

至善湖全景至善湖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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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校区航拍图。

共青春向未来，洛阳理工毕业季。

教育博物馆内景。

举行中芬企业家学园教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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