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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共建高校

●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

●河南省重点建设骨干高校

●河南省博士学位授予重点立项建设单位

●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学校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

●河南省文明单位

学校概况

郑州轻工业大学，创建于 1977年，原隶属
国家轻工业部，是国家为培养行业高级人才在
全国设立的八所轻工类本科高校之一。1998
年转为中央和河南省共建，以河南省管理为
主。2011年成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烟草
专卖局共建高校，是河南省重点支持建设的骨
干高校。建校以来，学校秉承“为之则易、不为
则难”的校训，不断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已经成
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艺、经、管、法、教、
农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普通本科院校。学校现
有研究生、本科生等各类在校生近23000人。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400余人，副高级职称
以上教师 800余人，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700余
人，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的比例达到 90%以
上。有双聘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人选、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中原学者、省级特聘教
授、河南省“百人计划”人选、享受政府津贴专
家、省管优秀专家、省级中青年骨干教师、省厅
级以上学术技术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 200 余
人。拥有8个省级教学团队。

学校办学特色鲜明，学科优势突出。是河
南省博士学位授予重点立项建设单位，河南省
博士后研发基地。拥有 14个一级学科硕士授
权点，11个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18个专业硕
士学位授权点，有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授予
权，有14个省级一级重点学科、3个省级二级重
点学科。与华中科技大学、美国奥克兰大学等
国内外知名高校联合开展博士生培养。

学校设有 23个学院（中心），66个本科专
业，其中 6个专业具有双学位授予资格，4个国
家级特色专业，1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2个专业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6
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
业，14个省级特色专业，13个省级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

学校设有 3个院士工作站。设有河南省环
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
食品生产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信息化
电器重点实验室、河南省表界面科学重点实验
室、河南省机械装备智能制造重点实验室、国家
烟草专卖局烟草工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应
急平台信息技术河南省工程实验室等省部级学
科平台 27个，加入了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拥有14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团队、12个厅（市）级
科技创新团队。

近五年，学校承担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在内的各类纵横向科研项目1900余项，
其中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 260余项，获国家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省部级奖励90余项。自然科学研究论文被
SCI/EI收录的数量达10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
材400余部，授权专利400余项。

新时代，郑州轻工业大学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提高
质量为主题，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
龙头，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队伍建设为保障，
深化综合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
新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努力建设以
工为主、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国内外有较大影
响、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轻工业大学。
人才培养

近年来，学校以本科教学工程建设为契机，
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推进“招生—培
养—就业”联动改革，构建“基础+实践+创新”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兼顾不同专业特点，采取
个性化培养措施，因材施教，形成多样化人才培
养架构，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攻读双学士学位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跨学科修读双学士
学位专业，学校现有经济学、电子商务、法学、

市场营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六个双学
位专业。
创新创业学分制度

学校实施创新创业学分制度，构建了多元
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对参与创新实践项目和创
新创业项目结项后给予相应的学分奖励，创新
创业学分可以冲抵公共选修课学分，对获得高
级别奖励且与学科专业相关的项目可以冲抵必
修课学分，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多元化发展。
卓越工程师培养

学校目前有烟草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软件工程等六个教育部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施行校
企联合“3＋1”人才培养方式。学校先后与许继
集团、格力电器、河南中烟、宇通客车、三全、双
汇、昊华骏化等 200多家知名企业签订校企合
作协议，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成长和提高，成为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校企联合培养

学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与企业深度合作，
联合培养人才。学生在企业学习阶段，由学校
与企业组成双导师共同指导，强化学生的实践
技能，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创新能力培养

学校建有集教学实验、生产实习、科研探
索、社会实践于一体的实践创新培养基地和电
类、机类、计算机类、化工类和食品类等创新实
践平台。形成了课内外、校内外相结合的实践
教学体系。

学校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用于鼓
励和支持学生开展创新活动。

五年来，学校学生完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320余项，在“挑战杯”“创青
春”“大学生科技园杯”等课外活动竞赛中获得
省级以上奖励 1550余项，获奖人数近 800人，
多个项目与 985和 211高校同台竞技，表现出
参赛类别多、参赛人数多、获奖比例高、获奖级
别高的“双多双高”特点，多项比赛成绩名列河
南省高校前茅。
创业能力培养

学校是“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示范
基地”，我校“星空众创空间”是科技厅和教育厅
认定的省级众创空间，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
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学校专门设
立了“大学生创业基金”，对创业项目进行资助，
近三年，学校资助大学生创业项目400余项，树
立创业典型56个，其中有16个创业团队获得省
级扶持资金 100万元，连续三年学校均有创业
项目获得国家“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获奖数量和等级位居全省高校前列。

据不完全统计，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毕业
生自主创业比例达30%，艺术类毕业生毕业时自
主创业率高达10%。学校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
创业校友，领办、创办了100多家亿元以上企业。

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校与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爱尔兰、德国、意大利、巴西、南非、波
兰、马来西亚等 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30多所
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与英国爱丁堡龙比
亚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举办 8个中外
合作办学本科项目，在河南省最早招生，并第一
批通过教育部复核。

建立了“2+2”“3+1”双学位，“3+1+1”本硕
连读，“4+1”硕士（免 GRE/GMAT）等多样化
培养模式。

学校专门设立“学生国际交流专项奖励基
金”，用于支持和奖励进行海外研修活动的优秀
学生。

2017年我校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
科生国际交流项目”，从 2017年开始每年由国
家资助选派我校优秀本科生赴意大利、美国、英
国、爱尔兰等国家的合作院校进行为期一年的
交流学习。
校园生活

学校位于河南省省会郑州市。郑州市是国
家中心城市、国家首个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作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郑州市是中部地区
承接发达国家及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地
区资源输出的枢纽和核心区域，是促进中部崛
起、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学校现有东风、科学两个校区和禹州实习
实训基地。东风校区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
5号，科学校区位于郑州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科学大道 136号，禹州实习实训基地位于禹州
市大学路1号。

学校办学条件优良，教学设施先进，校园环
境优美，为学生读书学习、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
保障。

有线网络遍布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学
生宿舍等建筑，无线网络校园全覆盖，满足学生
上网需求，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学校是“河南
省高等学校智慧校园试点单位”。

两校区均建有图书馆，基地建有阅览室。
馆藏纸质图书 216万册，有 170余个中外文数
据库。

拥有田径场、体育馆、排球场、篮球场、羽毛
球场、网球场等良好的运动场所。

两校区学生公寓条件良好，房间类型多样，
配有公共洗衣房、活动室等，房间内配有学习

桌、书架、衣柜等必要的学习、生活设施，能够很
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需求。

校园内生活设施完善，设有超市、银行、快
递业务等服务网点；各类学生餐厅饭菜品种齐
全、质优价廉，校园一卡通方便学生生活。

校园活动

学生社团
学校有大学生艺术团、青年志愿者协会、书

法协会、电子科技协会、吟诵社、体育等校级社
团44个，涵盖学术、科技、文化、体育、艺术等多
方面。其中，大学生艺术团获全国高校优秀学
生社团，多个社团获得全国学生最具影响力社
团、河南省高校优秀社团等荣誉称号。
社会实践

学校每年举办各类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开展政策宣讲、道德实践、文化宣传、企业帮扶、科
技创新、法律援助、社会调查、扶贫助残、义务支
教、家电维修、食品安全等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文体活动

学校每年举办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社团
潮活动、纪念“一二·九”爱国主义运动系列教育
活动、五四文艺汇演、迎新文艺汇演、青春朗诵
诗会、新年联欢会、古典诗词吟诵赏听会、心理

嘉年华、百日行动派等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每
年承办包括中央歌剧院、中国爱乐乐团在内的
国内知名演出团队开展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多场。

学校每年举办“春季运动会”、“三好杯”球
类比赛、“趣味运动会”、“阳光体育节”等学生系
列体育活动。
讲座论坛

学校举办青马工程、大学生骨干培训创新
创业讲坛、道德讲堂、校友论坛等各类文化素质
教育讲座论坛，定期邀请名人名家来校讲座，并
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

学校常年举办国内外学术交流会、轻工论
坛、博士论坛等各种学术交流活动200余场，活
跃校园学术氛围，拓展学生学术视野。

资助奖励

国家助学金
每年全校有8000余名学生受助，受助面占

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80%左右。
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

每年有 1200余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和
国家励志奖学金。

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创新创业奖学金和
单项奖学金

综合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比例为在校
学生的20%；创新创业奖学金300余项；学科竞
赛、文体竞赛等获奖可申请单项奖学金。
本科第一批次优秀新生奖学金

一等奖 8000元/人；二等奖 5000元/人；三
等奖3000元/人。
学生国际交流专项奖励

A 类 18000 元/人，B 类 8000 元/人，C 类
5000元/人，D类资助雅思考试和托福考试费。

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学生就业

学校是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多次被评为“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
先进单位”，获“河南省高等教育就业质量示范
院校”“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等荣誉
称号。

我校毕业生面向全国就业，多年来整体就
业率始终保持在 95％以上，为我国食品、烟草、
家电、轻工装备、塑料、电池、日化、工业设计等
轻工行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教育部组
织的2015年社会调查中，我校用人单位满意度
和毕业生满意度在参评高校中分别位列全国第
二和第六。

学校大力加强就业市场建设，强化与地方
政府、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和校友企业等联系合
作，搭建了校企、校友、校地、校园和“互联网+”
就业平台。学校每年以大型、行业、地方、校友、
专场等多种模式组织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供需见
面会，确保毕业生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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