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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安阳师范学院是河南省省属普通本科高校，
学校位于豫北名城安阳市，这里诞生了我国最古
老的文字甲骨文，也是红旗渠精神诞生地，安阳市
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又是
一座蓬勃发展的现代化都市。学校前身是始建于
1908 年的彰德府安阳师范传习所，此后几易其
名，多次整合，2000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
安阳师范学院。201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
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试点单位。

学校占地面积1796亩，建筑面积86.1万平方
米，仪器设备总值2.87亿元，馆藏纸质图书189万
册。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现有普通全日制在校生
23000余人。学校教学设施先进，功能齐全，校园
布局合理，环境优美，学校教风笃正，学风淳朴，是
莘莘学子理想的求知圣殿。

学校教师队伍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现有教
职工 1375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466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980人。在2017
年《中国大学评价》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中，我校
教师学术水平居全国第 295位、河南省第 10位，
位居同类院校前列。

学校现设 25个教学院部和 1个继续教育学
院，开设1个硕士专业、65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
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
学、艺术学等九大学科门类。学校积极探索、不断
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承担河南省小学教育（全科教
师）培养工作，致力于培养“全+专”的复合型人
才；成立创业学院，培养“有担当、会管理、能经营”
的高素质创业型人才；成立互联网＋应用技术学
院，培养实用型电子商务人才；成立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养学院，培养高素质基层公共管理人才；成
立国际教师教育学院，培养国际学校双语师资；与

美国库克学院、加拿大荷兰学院等国外高校开展
本专科合作办学项目。

录取规则

1、按教育部要求，我校实行“学校负责、招办
监督”的体制，根据考生德、智、体情况，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录取。

2、学校根据各省生源情况及相关规定，确定
提档比例。

3、学校对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结合各专业
的录取条件，实行“专业清”的办法予以录取。即：
对于进档考生，根据考生的专业志愿，按照高考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第一专业志愿不能满
足时，按其第二专业志愿录取，仍不能满足的按其
第三专业志愿录取，以此类推。当某考生所有专
业志愿均不能满足时，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将其
调剂录取到计划未满的专业；若不服从专业调剂，
作退档处理。

4、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录取原则
（1）美术学类（含美术学、摄影、绘画）专业、

书法学专业、音乐学专业在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
过线的基础上，按专业成绩的 60%加文化成绩的
40%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若出现分数相
同，则依次按照专业成绩、英语成绩、语文成绩、文
（理）科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2）设计学类（含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动画专业、音乐表演专业、舞蹈学专业在文
化成绩和专业成绩过线的基础上，按专业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若出现分数相同，则依次
按照文化成绩、英语成绩、语文成绩、文（理）科综
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3）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在文化成绩和专业
成绩过线的基础上，按专业成绩的 60%加文化成
绩的 40%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若出现

分数相同，则依次按照专业成绩、语文成绩、英语
成绩、文（理）科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文化成绩和专业成
绩过线的基础上，按专业成绩的 50%加文化成绩
的 50%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若出现分
数相同，则依次按照专业成绩、语文成绩、英语成
绩、文（理）科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5）体育教育专业、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
业在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过线的基础上，按文化
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若出现分数相同，
则依次按照专业成绩、英语成绩、语文成绩、文
（理）科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注：凡填报我校艺术、体育类专业志愿的考
生，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均需达到所在省份相应
批次划定的最低控制线。对于艺术类专业实行平
行志愿投档的省份，按照相关省份规定执行。）

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372-2900135、2900136、
2900137、2900138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弦歌大道436号
邮编：455000
网址：http://www.aynu.edu.cn
电子邮件：zs@aynu.edu.cn

专业名称

本科合计

中国语言文学类(含：汉语言文学，汉语

国际教育)(师范)

历史学类[含：历史学(师范)，考古学]

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工程，物联网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制药工程

化学(师范)

材料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学(师范)

社会工作

行政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电子商务及法律

法学

日语

英语(师范)

应用统计学(金融统计方向)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旅游管理

地理科学(师范)

应用心理学

学前教育(师范)

教育学(师范)

物流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

教育技术学(师范)

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

会计学

市场营销

工程管理

土木工程

建筑学(学制5年)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教育(师范)

广播电视编导

播音与主持艺术

书法学

动画

设计学类

(含：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美术学类

[含：美术学(师范)，绘画，摄影]

舞蹈学

音乐表演

音乐学(师范)

音乐表演(对口本科)

学前教育(对口本科)(师范)

会计学(与美国库克学院合作办学)

软件工程(Java技术方向)

软件工程(.Net方向)

软件工程(移动设备应用开发方向)

计划

5131

255

155

205

70

60

120

100

40

120

60

50

90

60

70

100

50

225

60

230

60

70

100

31

50

40

105

110

110

40

50

70

80

50

75

95

35

80

120

160

160

85

25

40

140

160

40

120

120

40

40

120

150

120

120

学费标准

(元/生·年)

3400

34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700

3700

3700

3400

3700

37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700

3400

3400

3400

3400

3400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5700

5700

5700

5700

5700

5700

5700

5700

5700

5700

3400

16000

11000

11000

11000

省辖市

安阳市

鹤壁市

新乡市

濮阳市

定向县(市)

合计

林州市

内黄县

汤阴县

安阳县

浚县

淇县

辉县市

获嘉县

延津县

封丘县

原阳县

濮阳县

清丰县

南乐县

范县

台前县

计划

169

50

10

4

2

4

4

5

2

5

23

13

20

5

10

5

7

专业名称

专科 合计

法律事务

酒店管理

(与加拿大荷兰学院合作办学)

学前教育

(与加拿大荷兰学院合作办

学)(师范)

工商企业管理

(商业企业管理)

(与加拿大荷兰学院合作办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UI 设计)

(学制2年)

计算机应用技术(微商微店)

(学制2年)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跨境营销策划)

(学制2年)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电商可信交易技术)

(学制2年)

计划

1030

70

30

150

80

180

180

170

170

学费标准
(元/生·年)

3300

11000

11000

11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8年专科招生计划

2018年小学教育
（全科教师）

免费师范生本科招生计划

2018年本科招生计划

国标代码：10479

河南招生代码：6050、6052、6053、6054

校训：进德修业 博学笃行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文博楼 校园风光 文鼎广场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18年郑州航院在豫
招生计划统计表
类别（专业）

飞行技术专业（文理）

普通本科一本（文理）

普通本科二本（文理）

艺术类本科（文理）

中外合作办学

与郑州信息科技职业

学院联合办学（理工）

空中乘务专科（文理）

少数民族预科（文理）

专升本

合计

招生人数

20

1659

1955

154

385

50

120

160

1000

5503

学校概况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是一所以

航空为特色，以管、工为主，经、法、文、
理、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校。学
校始建于 1949年，是原航空工业部所
属的6所本科航空院校之一，前身为“平
原省立财经学校”，后历经“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校”“郑州航空工业管理专科
学校”等发展阶段，于1984年正式更名
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以下简称
郑州航院）”，现为河南省政府与中国民
用航空局共建高校，2013年获得硕士学
位授予权。2017年，入选国家中西部高
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规划高校。

学校占地 1900余亩，建筑面积 99
万平方米，实验室面积 7.5 万平方米。
固定资产总值 11亿多元，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总值 2.02 亿元。图书馆藏书
211万余册，中外文期刊 1176种，各类
专业数据库45个。体育活动场地面积
8万余平方米。

学校秉承“严谨、求实、开拓、进取”
之校训，坚持“立足航空产业，服务区域
经济”的服务面向，形成了“管理学科为
主，管理学与工学密切结合（以下简称管
工结合）”的人才培养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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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17个专业学院和思想政
治理论教学部、体育教学部、国际教育学
院、继续教育学院、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现有6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4个专业
硕士学位授权点；3个省重点一级学科，4
个省重点二级学科，1个河南省优势特色
学科。现有66个本科专业（含专业方向）
和1个专科专业，其中包括国家级特色专
业3个，省级特色专业9个，省级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9个。建有飞行器动力工程、
飞行器适航技术、飞行技术、空中乘务等
航空特色专业。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092人，其中
教授 107人、副教授 308人、具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 310 人、具有硕士及以上
学位人员 1020 人。拥有全国优秀教
师 4人，全国模范教师 1人，全国师德
先进个人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 3人，享受政府津贴专家 7人；省级
学术技术带头人 7 人，省教育厅学术
技术带头人 49人，省级高校青年骨干
教师 66人，省级教学名师 4人，省级优
秀教师 12 人，省级先进教育工作者 2
人，省级师德先进个人 7人；博士生导
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188 人；聘请了 4

位院士及百余位国内知名专家为兼职
教授。

学校面向全国 28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招生，会计学、金融学、工业工程、
工程管理等22个专业在河南省纳入一
本批次招生，现有全日制本科生、研究
生、留学生等28000余人。在建校以来
为航空工业和国民经济建设输送的 13
万名高级人才中，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80%以上的总会计师、副总会计师均为
我校校友，涌现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原副总经理顾惠忠、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刘跃珍、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李耀、中航贵州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辉等为代表
的大批优秀校友，近年来，毕业生就业
率均在 95%以上，位居河南省高校前
列，为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学校曾荣获“改革开放40
周年具有国内影响力河南高校（本科院
校）”等荣誉。

学校坚持“航空为本，管工结合”的
办学特色，扎根中原大地，着力提升服
务航空产业、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能
力，以特色求发展、全面提升办学质量
与水平，为早日建成航空特色鲜明、规
模结构合理、水平层次提升、创新开放
进取、持续协调发展的高水平航空大学
再谱新章！

录取原则
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

状况检查合格、文化统考成绩达到当批
录取控制分数线，符合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提档要求的情况下，学校普通本
科、专科专业严格按照志愿先后顺序进
行录取，专业安排以相同志愿优先满足
高分考生所报专业为原则，同分情况下
依次按语文、数学、外语成绩从高到低
录取。

艺术类本科专业，在专业成绩和文
化成绩均合格的考生中，依志愿先后顺

序，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按专业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同分情况下按文
化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其中，河南籍考
生专业成绩为河南省艺术统考成绩，播
音与主持艺术类省统考考生遵从上述
录取原则，表演类省统考考生按省统考
总成绩投档，已投档考生按统考成绩
（朗诵、才艺、形体、表演）中的“形体”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同分情况下
依次按表演总成绩、文化成绩从高到低
录取。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
设计和动画四个美术类专业按专业成
绩（各省美术类统考成绩）加文化成绩
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同分情况
下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其中，河
南省为美术类专业统一排名，择优录
取。

空中乘务专科专业在专业成绩（或
体检）和文化成绩均合格的考生中，河
南籍考生，省招生办按文化成绩投档，
学校对已投档考生按表演类省统考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同分情况下
按文化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专业要求
学校除法语专业外，其他专业只开

设英语语种的外语基础课，其他语种的
考生，到校后须改学英语。凡报考会计
学（CIMA 方向）和会计学（ACCA 方
向）的考生，高考英语成绩须达到 110
分及以上。报考交通运输（空管与签
派）的考生，高考英语成绩须达到 100
分及以上。

学校播音与主持艺术和空中乘务
专业要求考生：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19
岁（1999年 9月 1日以后出生）；身高，
女生 164cm—175cm，男生 174cm—
185cm；五官端正，身材匀称，举止端
庄，发音清晰。由于飞行器动力工程专
业就业性质原因，色盲、色弱或身体患
有残疾的考生请谨慎填报该专业。

新生入校后对考生进行体检复查，

不符合要求的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引进
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提升我校国
际化水平，经教育部批准，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与波兰社会科学与人文大
学联合开办“产品设计”专业、“环境设
计”专业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这两个专业由我校与波方共同制
订人才培养方案，在精选国内产品设
计专业、环境设计专业核心课程基础
上，引进波方工业设计专业、环境设计
专业的特色课程、教材、优秀教师，形
成既有国内传统理论又有国际专业特
色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直接与国际
先进的设计教育接轨，人才培养模式
国际化。

学生在我校按教学计划完成本科
四年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符合我校该
专业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条件的，将获
得我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
书；学生在我校完成前 2年或前 3年课
程后，如各科成绩与英语水平达到波方
大学入学要求，可申请到波兰社会科学
与人文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环境设计专
业学习，修满外方大学规定的学分、符
合学位授予条件，且满足我校的本科毕
业条件的，将同时获得我校与波兰社会
科学与人文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
士学位证书。

中外本科课程合作项目
为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思想、

办学理念、教学方法与管理经验，引进国
外高校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经河南省教
育厅批准，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与美国
加州浸会大学联合举办“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土木工程”专业；与澳大
利亚南昆士兰大学联合举办“物流管理”
专业中外本科课程合作项目。

这三个专业由我校与外方共同制
订人才培养方案,引进外方相关专业

的课程、教材、教师,教学内容与国际
接轨，人才培养模式国际化。学生在
我校按教学计划完成本科四年全部课
程、成绩合格,符合我校该专业毕业要
求和学位授予条件的,将获得我校颁
发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学生
在我校完成前 2年至 3年课程后,如各
科成绩与英语水平达到外方大学入学
要求,可申请到美国加州浸会大学、澳
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学习，修满外方
规定的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且满
足我校的本科毕业条件的,将同时获
得我校与外方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和
学士学位证书。

郑州航院与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
院合作项目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
河南省政府豫政[2014]75号文件精神，
本着教育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
自2016年始，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准，郑
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和郑州信息科技
职业学院开始联合举办四年制应用技
术型本科专业教育，2018年，该项目继
续招生，培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招生计划50名。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是2002年
由河南省政府批准成立，2003年在教育
部备案的一所专科层次的全日制普通高
职院校。2013年，被省教育厅批准为河
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建设单位。
学校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
区文苑北路，占地面积500亩，建筑面积
35万平方米，在校生8000余人。

该项目学生在郑州信息科技职业
学院学习，修业期满符合条件者颁发郑
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毕业证书，符合学
士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2018年首次招收飞行技术专业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飞行技术

专业，属于提前批次录取。体检和背景
调查合格的考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
须在提前批次第一志愿栏填报，不影响
其他批次的报考。

考生高考总分需达到当年中国民
航局划定的考生所在省份的最低控制
分数线且英语单科成绩达到相关要求；
对通过我校组织的飞行学生体格检查、
心理测试、背景调查的考生，按照投档成
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同分情况下，按英
语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如遇国家招生政

策调整，将另行通知。飞行技术的学生
按照培养方案修完所有课程和培训科
目，成绩合格，可获得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颁发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达到学
校规定的授予学士学位标准的，可获得
工学学士学位证书。本专业采用订单式
培养，学生入校后须接受学校统一分配
并与学校、航空公司签署培养协议，毕业
后进入签约航空公司从事飞行员职业，
享受极富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

联系我们
郑州航院招生信息网：
http://zsxxw.zua.edu.cn/
E-Mail:zsb@zua.edu.cn
招生咨询电话：0371—60632539

招生代码：6090 6091 6092 6093

郑航招生
微信公众号

郑州航院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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