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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深化协同育人 产教融合再谱出彩华章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校企合作纪实

□本报通讯员 柴瑞帅 温晓明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教育部备案、河南省教育厅直属的一所高等职业院
校，学院始建于 1950年，与共和国共成长，距今已
有 69年的办学历史。学院占地 843亩，建筑面积
54万平方米，现设有 10个二级学院、2个教学部，
2019年招生专业（含专业方向和层次）共 58个，中
外国际合作办学项目 5个，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联
合举办应用型本科专业 3个，目前有在校生 23000
余人。近70年的奋力耕耘，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已然
成为河南省职业教育的一张名片。学校先后荣获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
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标兵”“河南省最具影响力的
十佳职业学院”等荣誉称号，2019年又被推荐为国
家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近年来，学校不断深化产
教融合，大力实施校企合作，有力撬动了教育链、人
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衔接，走出了一条“校
企合作育人才、产教融合促发展、发挥优势铸特色”
的出彩之路。

主动对接，准确把握专业定位

学校按照“传承优势、聚焦特色、服务区域、对
接产业”的思路，以河南“三区一群”战略定位和重
大需求为依托，聚焦“大商贸、大流通”，主动服务河
南区域经济发展，以市场需求和就业岗位为导向，
使专业设置与区域基础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
对接。学校先后与华为、阿里巴巴、国美在线、eBay
（易贝）、亚马逊、中国联通、用友、河南建业集团等
200多家优质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并结合企
业要求定课程，参照岗位标准练技能，根据社会评
价验质量，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打造了九大核心专
业群，专业特色显著。

协同育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大力实施“订单班、校中企、企中校、校企
交互、现代学徒制”等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按照“课
程对准技术，技术对准职业，职业对准市场”的理
念，与企业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三位
一体”（教师、企业和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

“校内实训+工学交替+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的实
践教学体系，探索形成“校企协同、学训一体、岗位
成才”的商科类专业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学校
动漫设计专业先后承接入河南大井科技有限公司
的“北京北海公园虚拟旅游”“北京颐和园虚拟旅
游”等企业真实产品项目数十项；计算机工程学院

采用“1.5+1.5”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惠普国际软件
人才产业基地深度合作，三个学期在学校，三个学
期在企业，培养共建生近 300 名，学生的理论功
底、实践经验同步提升，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均达
到 100%。同时，在企业专家指导下，学校每年都
开展“专业技能竞赛月”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锤炼动手能力。在 2018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
学校进入国赛的 11个赛项全部获奖，排名全国前
十、河南省第一。

合作共建，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学校按照“行业引导、企业主导、学校参与”原
则，以“平台建设企业化、实践教学生产化”的理念，
与企业合建了企业创新综合仿真实训中心、校企合
作专业实训中心和电子商务虚拟产业园三大校内
实训平台，为学生创造了高仿真的企业工作环境、
业务流程，让学生通过任务驱动、角色扮演等实战
演练，完整感受企业运营全流程。实训中心也能开
展实战教学，使学生融入企业真实运营环境，近三
年“双十一”，电子商务虚拟产业园为企业实现 2.7
亿元销售额，受到企业方的极大赞誉。学校还先后
与禹州神垕韩家钧窑、郑州星星装饰有限公司、郑
州市美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合
作共办校外实训基地，将课堂搬到了企业，实现了
规模性工学交替，学生们在企业能工巧匠的指导
下，将平时在校的专业课学习和到社会上的实践有
机地融合起来，提升了职业素养，为今后的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共同发展，促产学研紧密对接

2018年，学校将我省电商发展重点规划项目——
河南产品直采体验中心引入校，并打造成为融“展示
体验、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于一体的电子
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全省18个省辖市的105个县尤
其是贫困县的特优商品，免费入驻中心，为河南产品
品牌提供“建实体、创实景、出实效”的优质服务。同
时，中心积极吸纳国美、京东、拼多多、安德在线等知
名电商企业入驻，引入企业最新理念、最优资源和最
新技术设施，并组建 18支师生创新创业团队，为全
省入驻中心的企业和产品提供全方位服务，推动河
南优质产品“销全国、卖全球、誉天下”，打造了校企
合作的新高地。

深耕职教七十载，春花不辞风雨寒。深入推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实现了学校学子
走向就业的“零过渡”，培养的学生更加“适销对
路”，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专业
对口率、工作稳定率、收入增长率得到显著提高。
学校先后荣获“河南省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

“河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河
南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学校”等荣誉称号，走出
了一条校企合作办学、联合培养、共同发展、协同育
人的出彩之路。今后，学校将牢牢把握人才培养这
条主线，深入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把特色打造
成品牌，把优势提升为优质，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唱响产教融合的出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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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前身为河
南省劳改警察学校、河南省司法警官学
校，1985年建校，2001年 4月被河南省
人民政府批准升格为河南司法警官职
业学院。学院隶属于河南省司法厅，业
务受省教育厅指导，是以高等司法警官
教育为主，多种专业教育并举，培养应
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全日制警察类普通
高等学校。设置监所管理系、法律系、
信息技术系、警察学系、司法行政管理
系、基础部、警体部、警察技术实验中心
等教学机构，开设有社区矫正、信息安
全与管理、司法警务、行政执行、司法信
息技术、刑事侦查技术、刑事执行、警察
管理、司法鉴定技术、法律文秘、法律事
务、社会工作、会计、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17个专业。其中刑事执行、刑事侦查
技术、行政执行等3个专业为司法行政
警察类专业。有普通高职和五年一贯
制专科办学层次，在校生7600余人。

学院中心校区坐落于学术气氛浓
厚、自然风光秀丽的郑州市龙子湖高校
园区，占地 580亩，建筑面积 19.2 万平
方米。学院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施
完善。主要教学设施有教学楼、培训
楼、图书馆、实验实训楼、射击馆、警体
馆、游泳馆、餐厅、学生公寓、教师公寓
等。有计算机、语音、刑事照相、痕迹检
验、心理咨询与测试、财会、模拟法庭等
实验、实训场所。标准化、现代化、多功
能化的综合运动场 2017 年启用，有
400米标准塑胶跑道、足球场、篮球场、
排球场、网球场。为培养预备警官健全
的体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院开设
枪械、散打、格斗等课程，配备完整的警
用训练器材。学院馆藏图书 52万册,
电子阅览设备先进、功能齐全。校园网
覆盖学校各部门，教室全部实现多媒体
教学，满足各类信息化教育教学需要。
学院不断改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强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加快学院信息化
建设，增强信息化管理和能力，打造智
慧化校园。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爱岗敬
业、业务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师资队
伍。专任教师 229人，正教授 14人，副
教授 57人，具有博士学位 5人，硕士学

位 95人，具有高级职称和硕博学位的
教师分别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31.0%、
43.7%，实验实训指导教师45人，“双师
型”教师 57人，有 13位教师被省教育
厅授予学术技术带头人，有全国优秀教
师和河南省优秀教师 6人。学院还聘
有 46名校外教师、行业企业专家兼任
学院教学工作。

截至2018年，学院教师主编、参编
教材248部，其中司法部试点改革教材
2部，全国司法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
教材 3部，省重点教材 8部。出版专著
28部，发表各种学术论文近 800篇，其
中获奖论文160篇，承担完成各类科研
课题 24 项，获地厅级以上科研成果
140 项，省部级以上 98 项。省级以上
教学成果奖3项。公开出版发行的《河
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在河南省
高校学报综合质量评估中，被评为河南
省高校特色期刊，在全国高职高专“三
优”评比中，被评为全国高职高专优秀
学报一等奖，为学院和其他院校师生、
司法行政干警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提
供了重要阵地。2016年、2017年被评
为河南省社会科学类一级期刊。

截至 2018年，学院有中央财政支
持建设的重点专业 2个。刑事执行专
业为省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刑事执

行、法律事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通
过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2015—2018）评审，被确定为省
级骨干专业立项建设。刑事执行、社区
矫正、司法鉴定技术、警察管理专业为
学院特色专业。学院重点建设专业 8
个。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1门，河南省
精品开放课程1门，司法部部级精品课
程1门，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优秀课程1门，参与建设国家资源共享
课程 1门。法律事务专业实训基地为
河南省示范性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司
法鉴定技术专业群生产性实训基地为
省级骨干实训基地。

学院先后被有关部门评为市级花
园式单位、省级文明单位、省级文明学
校；先后被命名为河南省思想政治工作
先进单位、省人事厅计算机应用能力中
级培训考核点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基地，教育部校园网建设示范单位，
并荣立司法部集体一等功。2015年 3
月，被河南省委政法委、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司法厅授予河南省卓越法律人
才教育培养基地。2016年 12月，被河
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司法厅批准为“依
法治校示范校”。2017 年 4 月，荣获

“河南综合实力20强领军高校”。2017
年，被河南省总工会评为第十六届“河

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
2018年 3月，被省教育厅确定为“河南
省 优 质 高 等 职 业 院 校 ”建 设 学 校 。
2018年 4月，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
具有国内影响力河南高校”。2019年 4
月，被河南省公安厅评为“2018年全省
高校维稳安保工作先进单位”。在
2019年度黄河教育奖评选活动中，被
评为“河南人民满意的高校”。

建校 35年来，共为社会培养各类
毕业生31000余人，为司法行政系统培
训干警 38000 人次。毕业生中有 1人
被追认为烈士并被追记个人一等功，3
人被河南省委政法委和郑州市委、市政
府命名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24人荣
立二等功，224人荣立三等功，2800人
次受到各种嘉奖和表扬。历届毕业生
中，已有 40%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
所在单位骨干。

●学费标准
按照国家规定，学生入学须缴纳学

费、住宿费等相关费用。具体学费标准
如下：文史类专业：3300 元/生·年；理
工类专业：3600元/生·年。住宿费600
元/生·年，住宿由学院统一安排。

●录取规则
报考司法提前批次录取的考生必

须经政审合格,身体条件除了按照《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
规定外，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两眼裸眼视力在4.8以上，无色
弱、色盲。

（2）男性身高不低于 170厘米，女
性身高不低于160厘米。

（3）男性体重不低于50公斤，女性
体重不低于45公斤，身体匀称。

（4）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
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
麻等）；两耳无重听，无口吃，嗅觉不迟
钝；无鸡胸、无腋臭，无严重静脉曲张。
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无重度平跖足
（平脚板）；无纹身、少白头、驼背，无各
种残疾，直系血亲无精神病史；无传染
病，肝功化验指标必须在正常范围内。

（5）通过我院组织的面试、体能
测试。

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相关事宜以

上级主管部门发布的为准。
报考非提前批次录取的考生没有

特殊条件要求，不必参加政审、面试和
体能测试。按照省招办划定的录取控
制线和考生所填报的专业志愿，从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

招生咨询方式
学院网址：http://www.hnsfjy.net
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http://gaokao.haedu.gov.cn
招生咨询QQ群：558016435 385444147
联系电话：0371-63760931 63755266 63975691
电子信箱：jingyuan411@126.com
学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166号
邮政编码：4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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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执行

刑事侦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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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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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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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类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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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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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类

财经类

学制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备注

本批次 3 个专业

为司法行政警察

类专业，女生录

取人数比例不超

过10%。

社会工作（社区

服务方向）、计算

机应用技术(全

网开发与运营工

程师)、计算机应

用 技 术 (DOTNET

开发工程师)、计

算 机 应 用 技 术

(APP 开 发 工 程

师)等 4个专业为

校企合作专业，

会计专业含校企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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