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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学校鸟瞰图

(1)国家奖助学金
国家奖学金：8000元/年、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年、国

家助学金：4000元/年—2000元/年。
(2)学校资助
学校设有优秀学生奖学金、单项奖学金、企业奖学金、校内助

学金、特殊困难补助金以及冬季生活用品资助，同时设有勤工助
学岗位。

(3)国家助学贷款
来自省内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从生源地或从该校申请

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在校期间利息由政府补贴。家庭经济困难新
生还可通过“绿色通道”入学，当年即可申请国家、学校各项资助。

入读该校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专科学生，按照每生每年
4000元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其中专科学生同时享受由当地扶
贫部门按照每生每年3000元标准发放的“雨露计划”扶贫助学补
助金。

学校奖学金政策：

省级文明单位
河南省园林单位
河南省高等学校先进党委
河南省高等学校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改革开放40周年具有国内影响力河南高校
河南人民满意的高校
河南省学校行风建设先进单位
河南省职业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普通高校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
河南省农业科技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
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2018年度省消防宣传先进单位
2018年度维稳安保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专项行动十快高校
河南省高校科技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2015年、2016年连续两届获得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总决赛银奖

□本报记者 杨牧野
本报通讯员 王万玲 林越

信阳农林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
本科学校，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信阳。学校
前身为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办学历史可
追溯到 1910 年成立的汝宁府中等实业学
堂。100多年来，学校发扬“艰苦创业、负重
奋进、团结拼搏、追求卓越”的精神，秉承“志
向立高远、学问做精细”的校训，已建成一所
以农林学科专业为特色，农学、工学、管理
学、文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与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普通高校，为
社会培养各类人才 10余万人，为河南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办
学条件优越

学校教风严谨、学风优良，共设有 19个
教学单位，2019年有 49个本科专业（方向）
和19个专科专业面向12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招收5700名本、专科生。学校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220余人，具有博士、硕
士学位教师 610 余人。有国家教学名师 1
人，全国优秀教师 1人，全国十佳双创典型
导师1人，全国技术能手1人，教育部高等学
校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2人，河南省教学
名师 2人，省管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省级
骨干教师等高层次人才 40余人，省级优秀
教学团队2个，省级创新型科技团队1个，省
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5个。

教学质量提升，办学特色突出，区
域元素鲜明

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
强校”的办学思想，坚持以育人为中心、以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质量提升，内
涵带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狠抓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及学科专
业建设，培育重点学科，强化特色专业，与
双汇集团、正大集团、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等 77 家优秀企业建立产学研
合作联盟，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市校
共建信阳马克思主义学院、信阳农民大学，
依托学校特色专业，在脱贫攻坚、科技兴
农、助推乡村振兴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目前学校有省级重点学科培育学科 1 项，
省级及以上特色优势专业 15个，其中中央
财政支持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项目建设专业
2个、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
目 3个（本科）；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4门，河
南省精品课程 7门，河南省精品资源课程 2
门，河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获省级
教学成果50项，其中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
项，一等奖7项，二等奖17项。

科研基础扎实，培养模式完善，
就业质量优良

学校坚持以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
服务能力为目标，强化科技创新与服务平
台建设，牵头组建了茶产业、水库生态渔
业、食药用真菌、油茶产业等 4个省级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获批建立河南省豫南农作
物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院士工作站、河南省
博士后研发基地和 7个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20个市厅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省级和 8个市级重点实验室、1个市级星
创天地。省市科技特派员、省“三区”人才
支持计划科技人员多次奔赴田间地头开展
科技培训、现场技术指导、科技咨询等活
动。学校近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

项目 300多项，获得省部级奖 80余项，获国
家专利 400余项。获批建立国家级培育示
范基地 1个、省级培训基地 5个、省级培育
机构 1个、省级科普示范基地 1个、省级产
学研合作试点项目 6个。

学校积极开拓就业市场，建设实习就业
基地，多次到省内外知名企业进行走访、调
查、洽谈，多次参加校企合作会，推荐毕业
生，邀请用人单位来学校招聘，目前已经与
400多家用人单位建立了供需信息分享，建
立了多家优质实习就业基地。

学校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每年 6
月份开展双选周活动，12月份举办毕业生
双选会，平时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专场宣讲
招聘活动。近几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在
94%以上，学生对就业工作的满意度达到
95%。2017 年学校获“河南省最具就业竞
争力领军高校”荣誉称号。在武书连 2019

中国大学本科生就业质量排行榜上，学校毕
业生就业质量在河南省排名第四。学校每
年提供专项资金100万元，专门扶持在校学
生创新创业，建有功能比较完备的校内大学
生众创空间，为广大青年学生的双创实践活
动提供配套服务。目前，学校有 21个学生
项目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立项、16个省级立项。2015年、2016年连
续两届荣获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总决赛银奖。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校师生紧
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三全育人”新
目标，构建“十大育人”体系，坚持发展新理
念，聚焦本科教育新要求，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学校事业发展高质量，不忘初心，奋
力前行，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为建设
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学校办学一百周年庆祝大会

官网官网 官微官微 官博官博

信阳农林学院：全力打造特色鲜明应用型大学
学校荣誉：

学校简介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是经教育部批
准设置、河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省属公
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由河南财政税
务高等专科学校和河南教育学院合并
组建。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
足河南、面向全国，以培养职业道德良
好、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突出、富有
创新精神的高素质财经管理类应用型
人才为目标，注重应用性研究和社会服
务，努力建设成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
财经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应用型
普通本科高校。

学校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郑州
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电
力、邮政、电信主要枢纽城市，中国中部
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两个主要校区
分别坐落在郑州市郑东新区的象湖、龙
子湖畔，交通便捷、环境幽美，是莘莘学
子求知的理想高校。

办学条件

学 校 占 地 面 积 100.6 万 平 方 米
（1509亩），建筑面积 62.50 万平方米，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5670.61 万
元，馆藏纸质图书 217.38万册，电子图

书 237.9万册，纸质期刊 2400余种，电
子文献数据库 42个。拥有 6个省级教
学团队，14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学校建有财税、会计、金融等校内
实验实训室 283个，与中原证券、省注
册会计师协会、上海德邦物流公司等
185家行业、企业建立了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 270个，校内外专业实习、实训基
地覆盖了所有专业，拥有齐备的现代化
教学设施。

师资力量

学校专任教师 993人。其中教授
96人，会计学、经济学二级教授3人，副
教授334人；研究生学历教师483人，其
中博士85人；“双师型”教师543人。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国家优秀
教师5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省级
教学名师、优秀教师、职教专家等31人；
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74人。

招生专业

2019年学校税收学、投资学、工程
造价、物流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保
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商务、金
融数学、视觉传达设计、财政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社会工作、会展经济与管理、

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商务英语、软件
工程、金融学、审计学、智能科学与技
术、环境科学、资产评估、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健康服务与管理等 26个本
科专业计划面向河南、河北、广东、广西
等 25个省份招生。会计、计算机网络
技术、金融管理、建筑设计、小学教育、
英语教育、数学教育和工商企业管理等
40多个专科专业面向河南省招生。其
中会计、工程造价2个专业为中央财政
支持的“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重点建设专业；会计、物流管理、法律事
务等12个专业为省级教学综合改革试
点专业；财政、会计、投资与理财、国际
贸易实务等10个专业为省级名牌或特
色专业。具体计划以各省教育厅公布
数字为准。

录取原则

普通本专科类录取原则：凡投档
到我校的考生，身体达到相关专业要
求，学校按“专业清、志愿清”的录取原
则进行录取。如果考生所报专业已
满，在服从专业调剂的前提下，根据考
生分数调剂到其他专业；对所报专业
已满且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学校
予以退档处理。在总分相同的情况下
优先依次考虑语文、数学、英语和综合

单科成绩高分者。
艺术类、体育类录取原则：艺术类、

体育类考生要求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
均达到省定分数线。艺术类考生按专
业成绩×60%+文化成绩×40%择优
录取。体育类考生按文化课成绩择优
录取。

合作办学

学校是河南省最早与国外高校开
展合作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高校之一。
学校先后与美国马歇尔大学、韦伯大
学、约翰逊大学、德国北黑森应用技术
大学、马来西亚城市理工大学、韩国草
堂大学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学生在专
业学习的同时，加强外国语言教育，是
出国留学最简便的捷径。

收费标准

学校严格执行政府部门批准的收费
标准。学费标准为：普通本科专业3400
元/年 或 3700 元/年 ，普 通 专 科 专 业
3300元/年或 3600元/年，艺术类本科
专业5700元/年，艺术类专科专业5500
元/年，体育类专科专业 3600元/年，对
外合作办学类专科专业 9600 元/年或
13000 元/年，软件类专科专业 8000

元/年 。 住 宿 费 标 准 为 600 元/年 到
1000元/年。

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和住宿费等
参见本校的《招生简章》或考生所在省
份《招生专业目录》。

资助奖励政策

学校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实行以下
奖励和资助：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最高奖励
8000元。

贫困生资助措施主要有：奖、贷、
助、勤、补等。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可以凭村、镇相关证明，申请办理生源
地国家助学贷款或高校所在地国家助
学贷款，可申请国家和地方相关资助，
也可申请学校提供的困难补助。学校
设有勤工助学岗位，学生在参与劳动
的同时得到资助。以上政策随国家调
整变化，以当年文件为准。

毕业证书发放

学生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符
合毕业条件的，学校颁发教育部予以电
子注册的普通本科或普通专科毕业证
书。学生毕业后可以考研、专升本，也
可以通过学校推荐就业。

学校荣誉

•中国教育总评榜全国教育改革
卓越成就奖

•河南省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满意院校
•值得推荐的20张河南教育名片
•河南省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先进

单位
•河南省十大创新创业典范高校
•2016年河南省就业创业工作先

进单位
•2017 年度“河南最具就业竞争

力领军高校”
•河南人民满意的十大高校
•河南最具国内就业竞争力的高校

招生咨询

象湖校区联系方式
电话：0371-85305166
传真：0371-85305922
邮箱：hnczxsc@163.com
网址：http://www.hacz.edu.cn/

龙子湖校区联系方式
电话：0371-86675800
传真：0371-69303623
邮箱：zhaoban0903@163.com
网址：http://www.hacz.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