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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峰 孙建立

近日，省政府相关领导莅临河南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河南交院）调研，对该
校探索构建厂校一体、股份制双主体、产教
融合办学模式的经验和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她嘱托学校负责人在建设交通强国的
伟大进程中，培养高素质人才，提升交通运
输事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发挥教育培训
优势，提升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
建好高速公路科普馆，提升交通运输职业
教育的吸引力，担当作为，发挥更大作用，
让接受交通运输职业教育的学生实现人生
出彩和个人价值。这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
学校，让省领导寄予如此厚望。下面笔者带
你走进这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专科学
校。

一所享有“河南交通人才摇
篮”美誉的高校

在河南省交通系统设计、建设和管理单
位，无论是交通运输管理单位，还是项目工
地，不出三个人你准能见到河南交院校友；
在全省各大汽车品牌 4S店，你会碰到河南
交院的“熟人”，在知名物流企业，你会看到
河南交院人的身影。这就是一个学校“看得
见”的历史和影响力。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源自创办于
1953年的河南省交通厅干部训练班，历经
河南省交通运输干部学校、郑州交通专科
学校、河南省交通学校等历史沿革，隶属
于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是一所办学历史悠
久、交通运输特色鲜明的工科院校。2004
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独立升格为高
职院校;2008 年，被批准为“河南省示范
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2009 年，通
过“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评估”；
2014 年 被 命 名 为“ 河 南 省 文 明 单 位 ”；
2015 年，被确定为“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
示范院校”；2015 年在全省率先开展定向
培养直招士官培养工作，2016 年士官生
规模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二；2017 年被
确定为国家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立项建
设学校。

建校 65年来，学校在“以人为本、通达
于道”办学理念指引下，发扬“明德 励志 善
学 致用”校训传统，传承“自强不息、奋发有
为、经世致用、唯实唯新”交院精神，培养了
近 10万名交通运输专门人才，一大批校友
成为交通运输系统的技术专家和各级管理
干部，为河南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被誉为“河南交
通人才摇篮”。

一所彰显示范品牌的国家
级优质院校立项建设高校

学校坐落于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国
家中心城市、全国综合交通枢纽——郑州
市，交通便利，风景秀丽，是求学创业的理想
之地。学校占地面积 1086亩，拥有郑东新
区、航海路、桃源路、新郑龙湖等四个校区和
济源小浪底校外大型实训基地，教学设备总
值 1.6亿元，图书馆藏书 80万册，全日制在
校生15000人，成人学历教育本专科及研究
生近 2000人。现有专任教师 775人、校内
外兼职教师 190 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
398 人，副高级以上职称 176 人，“双师素
质”教师420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
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11人，省级优秀教学
团队 4个，交通运输职业教学名师、省部级
职业教育与工程技术专家库专家 30余人。
花园式校园、完善的实训场馆、现代化的图
书馆、先进的体育馆、全国百佳食堂，为师生
修身治学提供了优越条件。

学校现为国家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立
项建设学校、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
校、解放军联合参谋部与教育部确定的河
南省首所定向培养士官试点院校、国家技
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基地，河南省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河南省交通运输职教集团、河
南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河南省汽车行业、物流行业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指导委员会牵头单位。学校先后被授
予“全国交通职业教育工作先进集体”“首
批河南省诚信规范招生示范院校”“改革开
放 40周年具有国内影响力河南十大高校”
等荣誉称号。

一所执着于内涵建设交通
特色鲜明的高校

近年来，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凝炼品
牌示范校建设经验，立足内涵发展，打造“品
牌专业、示范基地、优质课程、名师团队和学
习空间”五位一体的品牌质量工程，人才培
养水平逐年提高。

“交通行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开办
什么专业；打造品牌专业服务交通强国示范
省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河
南交院院长李强介绍了学院立足行业需求，
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理念和经验。

——构建交通特色专业人才培养链
深入贯彻国家、省政府和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新要求,坚持
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攻坚计划、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和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三路并
进”，对接交通运输产业链，打造涵盖公路、汽
车、物流、轨道、水运、航空等多种交通运输方
式的九大专业群43个交通特色专业，建成了
中央财政支持重点专业、省级特色专业、优
势品牌专业、校企合作精品专业25个；拥有
3个国家级实训基地、6个河南省示范性实训
基地和一大批校企合作品牌基地，省部级、
校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通识
课程80余门；建成了获评“省优”的网络学习
空间，立项道路桥梁工程技术、汽车运用与
维修技术等9个专业教学资源库，搭建了融

“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网络教学空间”于一体
的数字化平台，实现了时时处处在线课堂，
线上线下互动学习，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
兴趣和深度，受到师生欢迎和好评。

——人才队伍建设瞄准“国际范”
“人才强校”，打造具有全球视野国际理

念的人才队伍，是学院又一品牌战略工程。
在国际化办学框架下，该院主动与职业教育
发达的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
家的技术应用型大学开展合作交流，每年选
派 20名—30名优秀教师进修研修，学习国
际先进的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标准、课程体
系，引进国际通用课程资源。每年引进海外
留学归国研究生，辅之以“引、聘、送、下、带”
和校企双向互聘交流等措施，打造由行业领
军人才、专业（学术）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
师、“双师型”教师和兼职教师组成的素质优
良、梯队合理的师资队伍。

——产教融合开启“厂校一体”办学新
模式

引资本进校园，开启“厂校一体”办学模
式，是学院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特色。
该院依托牵头成立的河南交通运输职业教育
集团，先后建成了一汽大众合众明德销售有
限公司、河南交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红橙假
日酒店、河南金途集团、河南海威路桥工程咨
询公司、郑州天意驾校等六家校内生产性实
训基地，每年接收学生实训、实习、就业达
4000人次，创造近7个亿的产值，开启了“前
厂后校、厂校一体”的职业教育办学新模式。

——牵手名企育技术技能精英
河南交院校内汇集了宝马中国、奔驰汽

车、捷豹路虎、沃尔沃建筑设备、一汽丰田、
上海通用、常林重工、陕汽重卡等知名品牌，
成为人才培养及员工能力提升“品牌”基地；
广泛联姻，搭建平台，与河南交通投资集团、
招商物流、泰宏集团、思科网络、万豪集团、
郑州轨道交通、福建大汉船务公司等上百家
知名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开辟200多家
校外教学实训基地。依托实训基地、合作企
业和自建的小浪底大型综合实训基地，改革
创新，探索出了“厂校一体、现代学徒”“四能
并重、两轮交替”“工学八结合、岗位零对接”

等先进适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产教深度融
合，工学紧密对接，思想教育润物无声，打造

“英才生”“品质生”和“精英生”。
该院宝马中国 BEST英才培训项目实

训基地，七系宝马轿车一字排开，实训系统
服务器直通宝马总部；物流管理专业占地近
1000平方米的现代物流供应链生产系统，
高大上的仿真汽车装配生产线，让全省前来
该校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赛的
专家、带队教师和参赛学生大开眼界，交口
称赞河南交院实训基地“真牛”。

该院汽车专业、道桥专业学生连续十年
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各类技能大赛，摘金夺
银，成了“获奖专业户”，为河南省职业教育
赢得赞誉。毕业生以优良的综合素质，过硬
的专业技能，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广泛青睐和
社会好评。招生就业进出两旺，招生以
200%的报考率持续领跑，毕业生就业率连
年保持在95%以上。

——打造一个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环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以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为目标，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闭合运
转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环”，将专家评议、
自我诊改和第三方评价有机统一，建立了质
量控制闭环。依托学院牵头成立的河南省
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指导评价
专业建设；按照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
位、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学历证书对接
职业资格证书“四对接”要求，大力开展校内
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进行自我质量评价与
改进；引进麦可思第三方评价机构，对人才
培养质量全方位评价，扬长补短，完善提高。

这就是河南交院人才培养质量有口皆
碑的“秘诀”，也是笔者走访该院的切身感受。

一所根植交通服务发展有
力的高校

开辟全省首家涉外培训业务，为柬埔寨
培训20名交通运输管理干部，彰显学院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作为；每年，2万余人次。
这是河南交院为交通运输行业开展干部职
工培训、技能鉴定工作取得的成绩单。

全省首批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落户该
院，获批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拥有四个河
南省工程实验室，研发全省公路水路“品质
工程”标准，打造一个交通运输新型“智
库”。这是河南交院科学研究的实力。

一年近百个项目产值近亿元。该院独
资设立的河南交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每年
完成1000公里以上的道路工程试验检测及
技术咨询业务，创合同产值近亿元，成为服
务行业发展的主力军。

终身教育，随时“充电”。河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与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高校合作，
提供自本专科到硕士学位的在职学历教育，
开展成人函授、远程教育和自学助考，为交通
运输系统行业职工、在校学生构建终身学习
的立交桥，形成了学历教育、职业培训、技能
鉴定、技术服务“四位一体”的社会服务框架。

一所全省首家定向培养士
官成就“校中之军”的高校

2015年，河南交院成为河南省首所定
向培养士官院校。现招收规模扩大到火箭
军、空军、公安现役部队、军委国防动员部队
四个兵种，在校士官生 1120人。这是该院
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迈出的一大步，不仅
为河南考生献身国防提供了更多选择，也为
河南省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注入了新的
内涵，增添了新的亮点。

按照培养协议，士官生学制三年，前两

年半的专业学习由学院负责，最后半年入伍
实习，由招收部队负责，毕业后取得大专学
历，享受现役士官待遇，“军”字招牌吸引众
多优秀考生热切关注，竞相报考。河南交院
集中学院优秀教学团队，整合优质实训场
地，实施“职业技能+军政素质”培养计划，
培养士官生的理想信念、磨炼意志品质，养
成军人作风和内务卫生习惯，打造“校中之
军”。

一批“士兵一样的学生”正悄然为河南
交院的学风、教风、校风注入阳刚之气和正
能量。从外表到素养，从课堂学习到举手投
足，士官生在校内两人成排三人成行的“准
军人形象”，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士
官生志愿者参加2017年春运安全守护专项
行动，赢得了交通运输部门、公安部门领导
的高度认可和过往群众的一致赞扬；首批
100名士官入伍受训，很快崭露头角，受到
了培养部队的高度评价。

一所致力于立德树人人生
出彩的高校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近
年来，河南交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大力创
新思想政治工作，助学生成才，人生出彩。

博鳌亚洲论坛，河南交院学生志愿者们
给与会代表留下了美好印象，受到了组委会
的肯定和表扬；在一汽大众合众明德汽车销
售公司，还在毕业实习的卢浩同学，就创造
了一个月销售 40台车的纪录，被公司评为

“销售冠军”；大三学生李文强开发的“河南
省交通工程造价专家管理系统”，得到了省
交通运输厅专家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多年来，河南交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师师德建设和学生
素质培养全过程，致力于构建“大思政”工作
格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载体，先
后开设了道德讲堂、青年讲堂、艺术讲堂、士
官学堂和班级团课，简称“四堂一课”，形成
了特色育人品牌，相继在全国交通运输职业
院校年会上作典型介绍，被河南省教育厅作
为工作经验进行推广。“三节两月”（即读书
节、文化艺术节、技能竞赛节，学风建设月和
廉政教育月）活动轮番开展，“明德·尚行”校
园文化润物无声，春风化雨教育学生做一个

“明德励志善学致用”的有为青年。
好风凭借力，创业正当时。在谈到学院

未来发展时，河南交院党委书记曹焱信心满
怀地说：“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要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交通运输厅、
省教育厅的关心支持下，汇集全院师生的智
慧和力量，建设国家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全面建成‘省内领先、行业一流、军民融合、
全国知名’的交通运输类高等职业院校。”

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该院大力实施
“一校建设两轮驱动三路并进四大基地五个
一流”工程，建设一所国家级优质校，构建

“现代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体系”和“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两大体系，施行创新发展行动、交
通运输职业教育攻坚和现代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三路并进”计划，打造河南省交通运输
行业杰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交通
运输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基地、军民融合人才
培养示范基地和交通运输行业干部职工继
续教育品牌基地等四大基地，争创优势专业
一流、实训环境一流、信息化水平一流、治理
能力一流、人才培养质量一流的高职院校，
为交通强国示范省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智
力支撑和人才保障，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
民强省再立新功。

我们有理由相信，走过65年辉煌历程的
河南交院必将乘风破浪，再创美好未来。

2018年学院高职招生计划表

院系

公路学
院

汽车学
院

物流学
院

轨道交
通学院

建筑工
程系

交通信
息工程

系

商务旅
游系

航运海
事系

专业名称

合计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建设工程监理

道路养护与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商用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物流管理

会计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物流工程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报关与国际货运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建设工程管理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

智能交通技术运用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物业管理

航海技术

轮机工程技术

计划数

3067

237
10
26

139
78
23

200
103
37
89
70
70
25

120

150

100
50

100
43

100
38
38

148
60

155

140
81
42
20

60

80
60
72
29
15
46
110
45

30

28

文科

1335

71
3
8

42
23
7

80
62
15
35
28
28
10
48

90

60
30
60
26
60
23
23
89
12

47

42
24
13
8

18

24
18
22
9
6

37
88
23

12

11

理科

1732

166
7
18
97
55
16

120
41
22
54
42
42
15
72

60

40
20
40
17
40
15
15
59
48

108

98
57
29
12

42

56
42
50
20
9
9

22
22

18

17

直招士
官

450

50

230

90

80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内涵建设强质量 瞄准优质创一流

汽车专业学生在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荣
获团体二等奖

招生咨询：0371-60868273
60868274

学院网址：http://www.hncc.edu.cn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hnccedu

河南交院官方微信微博二维码

欢送2015级士官生光荣入伍

学生参加工程项目顶岗实习

捷豹路虎郑州卓越培训中心落户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