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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是一所特色
鲜明的新型医学本科院校。学校在全
省首家实施“书院+院系”的“双院制”
育人模式，为河南省首批书院制育人
模式试点高校。设有基础医学院、护
理学院等 16 个专业院（部），仁智、羲
和等 6个住宿制书院。现有全日制本
科（含专升本）、专科 2个办学层次，26
个本科专业及方向、13个专科专业，涵
盖医、管、理、工、文 5 个学科领域，在
校生 18935人。

学校现有两个校区，新乡校区是新
乡市花园单位、河南省园林单位，平原

校区是平原示范区花园单位、河南省省
级园林单位，两校区共占地 1019.6亩，
校舍总建筑面积为 66.1万㎡，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值 1.97亿元。现有纸质图
书113万余册，电子图书79万余种。

学校拥有 2所附属医院，附属郑州
医院已获河南省卫健委批准，正在建设
中，为非营利性三级医院；附属新乡市
第二人民医院为具有68年历史的三级
综合医院。学校建成 4个全过程教学
校区，121个实践教学基地。学校建有
生物与基础医学、护理2个省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口腔医学技术、假肢矫形
工程2个生产性教学工场，建成临床技
能培训考试中心、医学影像综合实训中
心、医学康复综合实训中心、健康管理
综合实训中心、智能医学工程综合实训
中心、眼健康智慧学习中心、生物发酵
工程中心等 7个实训中心。办学 19年
来，先后培养了 5万余名优秀毕业生，
已逐步成长为一所特色鲜明、优势突出
的新型医学高等院校。

学校拥有专任教师总数为1112人，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770人，具有副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为365人。
外聘高校和行业、企业专家共164人。

学校是河南省“硕士学位授予立项
建设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
位”。获批省职业技能等级鉴定站、省卫
生健康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第三方社
会评价组织、“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
等资质，具备20项职业技能认定能力。
河南省医学教育考试中心承担全省住院
医师规培考核、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规培
评估专家培训、新乡市卫生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等重要任务，被中国医师协会指
定为“全国规培基地抽考指定考点”。

专业建设

学校坚持“建设地方性、高水平、有
特色、应用型的新型高等医学院校”的
发展目标，构建了“以现代医疗服务为
核心，以现代医疗装备与技术、生物医
药、养老与康复、现代健康与医疗管理
为两翼”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五大健康
服务专业集群。

护理学、临床医学、生物技术为河
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临床医学、
护理学、眼视光学、康复治疗学、医学检
验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影像技术
等 7个专业为河南省民办普通高等学
校品牌专业建设点；护理学、生物技术、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临床医学、口腔医
学技术、假肢矫形工程等7个专业为河
南省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资助
项目；临床医学、护理学、康复治疗学、

眼视光学等 4个专业为河南省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生物制药、假肢矫形
工程、助产学、健康服务与管理、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医学工程、医疗
产品管理等 7 个专业为国家特设专
业。细胞生物学学科获批为河南省重
点培育学科。

人才培养

学校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省内率先推行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
以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中心，平行设置
书院与学院，通过建设“一站式”学生社
区，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加强文化
熏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目前，学校
被河南省高校工委确定为书院制育人
模式试点高校。学生郝莺歌荣获“全国
勤学上进好青年”称号，郝莺歌和王金
墙同时获得“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技术创
新，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有机衔接，组建光明眼科学院、口腔
技术学院、康复医学院3个行业学院，培
养支撑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
质应用型专门人才。与翔宇医疗、凯普
生物等合作共建7个协同创新中心，其
中康复医疗研发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开展康复医疗设备及技术研发与转移，
获2016年度河南省校区合作奖励补助
资金 100万元；牵头 46家县级医院成
立了河南基层卫生人才医教协同发展
联盟，共建中原基层康复专科联盟，打
造基层卫生事业发展共同体，有力推进
河南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招生就业

学校历年高
考第一志愿报考
率、录取分数线、
报到率位于同类
院 校 前 列 ，连 续
10年本科批次理
科录取线超出河
南省控线 40分以

上；学校为“河南省创业教育实训项目
试点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
95%以上。在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斯
与河南省教育厅共同发布的就业数据
中，6项指标居全省同类院校第一。

国际交流

学校先后与美国、英国等 11个国
家和地区的 24 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建
立友好合作关系。学校先后聘请美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李明文教授、南
加州大学应其龙教授等来校开展科研
合作。2017 年获批招收来华留学生
资格，2018年加入世界医学院校名录
并开始招收来华留学生，学校先后招
收了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
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 12 个国家的
129名学生来校学习。2019年学校获
批与美国查塔姆大学合作办学项目；
2020 年获批与英国贝德福德大学合
作办学项目，同年学校加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世界高等教育数据库；
2021 年学校通过外国医学毕业生教
育委员会（ECFMG）认证。

学校全科医生技能大赛。

在校国际学生参加中华传统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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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国素质教育示范院校”
★全国先进独立学院
★全国民办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河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河南省文明学校
★河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单位
★河南医学教育考试中心
★全国医药类独立学院第一名
★全国独立学院综合实力50强

学校大门。

学校鸟瞰图。
学校招生信息网

□李树华 程文质

郑州商学院是由豫籍著名教育家
王广亚博士于2004年捐资创建的一所
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2021年，学校
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入
选省硕士学位重点立项培育单位，是全
国教育改革创新示范院校、中国最具办
学特色本科高校、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
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优秀单位、河南省大学生创业
教育示范院校和河南省最受考生青睐
本科高校。

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伦
理、创新、品质、绩效”的办学理念和“以
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以服务为
导向、以制度为保障”的发展思路，聚焦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

一、立足办学定位，打造
人才培养特色

学校立足建设“商科特色鲜明的应
用型普通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明确
了培养“具有扎实商科专业背景、现代
职业应用能力、国际化视野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人才培养目标，重
点培育“商科、应用型、国际化”人才培
养特色。

“商科”是各学科以商科为主干，
运用“商科+”的方式，增设产业行业类
特色课程，融入新商科元素，着重培养
具有扎实商科专业知识背景的现代化
商科人才。通过“物理+”将商科专业
做大做强，通过“化学+”实现非商科专
业与商科专业融合发展。“应用型”是
做实做细认知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
习，让学生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不断
得到浸润、改变和成长，增强学生的商
业意识和实践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
职业应用能力，实现学生高质量就
业。“国际化”是通过大力实施英语教
学改革、鼓励师生境外学习进修、深化
与境外高校的合作等途径，增强学生
英语听说能力、提高学校国际化办学
水平。

二、深化教学改革，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坚持质量导向，创新人才培养
路径，大力实施一系列教学改革，努力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特色，动态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推进了以升学（考
研）和就业为导向的分层分类教学改
革，根据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制订两
套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努力提高
学生的考研竞争力和就业创业能力。
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应然课程体系，因材
施教，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探索实施了

大学英语和大学体育改革，优化完善培
养模式，增强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和体育
运动技能。锚定“高质量就业”的目标，
加强校地校企合作，强化毕业生实习实
训工作，促进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
的就业。强化内涵建设，大力开展一流
专业、一流课程等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
设。

近年来，学校考研录取率和平均就
业去向落实率逐年提升。获批立项 1
个省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特色专业建
设点、4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6
个省级学科专业建设资助项目、11个
省级品牌专业建设点、12门省级一流
本科课程。

三、凝练育人特色，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

学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服
务发展型学生工作体系，积极开展“爱
国教育”“礼仪教育”“劳动教育”等“三
大教育”，大力实施“书香校园阅读经典
工程”“身体素养提升工程”等“两大工
程”，打造养成教育特色，努力培养有信
念、懂礼仪、爱劳动、勤读书和强体魄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将爱国教育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
培养广大学子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
志、实践报国之行。将礼仪教育融合时

代特色，加强校园礼仪、餐厅礼仪、宿舍
礼仪、商务礼仪、求职礼仪等常态化教
育引导，让学生知礼懂礼用礼。将劳动
教育作为必修课程列入人才培养方案，
开展基础劳动、专业技术劳动、社会公
益劳动、家庭劳动等，教育引导学生崇
尚劳动、尊重劳动，以劳促德、以劳增
智。“书香校园”阅读经典工程要求学生
每学期读4本专业和人文经典书籍，将
阅读纳入学分制，促使学生养成终身阅
读的习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身体
素养”提升工程要求学生每周3次长跑
锻炼，并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俱乐部教
学，每名学生至少选择1个俱乐部定期
参加训练，最终“体能+技能”并重，促
使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良好习惯。

近年来，学校“三大教育”“两大工
程”分别获评“省级思想政治工作优秀
品牌项目”和“省级学生工作优秀成
果”。院长吴泽强主持劳动教育课题获
批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课题。

四、坚持协同育人，促进
学生高质量就业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把
学生“能就业、好就业、就好业、能创业”
作为梯次发展追求，把实现高质量就业
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全校上下多方联
动、协同育人，致力于把就业工作打造
成民生工程、良心工程，真正对学生负
责、对社会发展负责。

科学谋划高质量就业顶层设计。加
大专项投入，建立涵盖组织保障、就业指
导、市场建设、创新创业、评价反馈为主
要内容的高质量就业工作体系，健全督
查、考核、通报、问责机制，形成全员抓就
业、促就业的工作格局。加强实习实训
工作。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拓展实习实
训基地，全员购买保险、配足配齐指导老
师，加强实习实训指导和帮扶，推动毕业
生从实习实训转化为顺利就业。精准做
好就业指导。按照“细分群体、分类指
导、精准施策”的原则，分年级分专业研
究确定授课内容，提高就业创业指导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每名毕业生都能
实现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

近年来，学校年平均就业去向落实
率均在95%以上，连续三年作为就业优
秀单位在全省就业创业推进会上作典
型发言。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重要使命和首要
职能，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十四五”
期间，郑州商学院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落实
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以建
成“省内一流、国内知名、商科特色鲜明的
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为总体目标，以“做
好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培育建设和完成本
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为两大发展规划，
坚持立德树人，促进融合发展，不断完善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育体系，努力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建成教育强省作出积极贡献。

坚持立德树人 促进融合发展

郑州商学院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校东校区鸟瞰图学校东校区鸟瞰图。。

学校中心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