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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爽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河南国防科技
工业系统唯一的高职院校，是省属公办、由省
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省国防科学技
术工业局）管理的军工类高职院校，是国家骨
干高职院校、“国家优质校”、教育部首批现代
学徒制试点单位、全国首批教学质量诊断与改
进试点单位、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就
业先进工作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
奖获奖单位、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国防科
技工业军工文化教育基地，入选“全国教学资
源50强”“实习管理50强”，毕业生就业率一直
保持在 98%以上。学校建有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南阳分中心、北斗导航系统南阳分中
心，是全国唯一同时具备“高分”“北斗”数据与
应用中心的高职院校，也是河南省唯一具备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二级保密资格的高职院校。

近年来，学校秉承“立足河南、面向全国、
依托军工、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以国家优
质校建设为龙头，大力实施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和教学质量
诊断与改进试点为载体推动高质量发展，以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服务重大发展战略。人才
培养始终强化军工特色素质，突出培养学生

“国家利益至上”的社会责任感，大力弘扬军
工精神，牢固树立军工标准意识，高度重视军
工质量文化建设，围绕“军转民”“民参军”对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积极对接先进
制造业、武器装备现代化、现代服务业及战略
性新兴产业需求，着力培养具有“忠、毅”品
性、“严、细”作风、“精、优”质量观念的发展
型、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军队和
军工系统输送了大批优秀毕业生，赢得了用
人单位的广泛赞誉。

学校注重德技并修、“双元”育人，以现代
学徒制为基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自
2010年开始，学校进行校企“双主体”合作育
人探索和实践，2015 年 8 月，被教育部确定
为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学校与企业合
作招生、合作培养、合作就业，形成了“五共五
双”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模式：“培养模式
和方案设计体现校企“双智慧”、学生具有学
生员工“双身份”、培养过程体现校企“双主
体”、教学条件体现校企“双优势”、培养质量
体现校企“双保证”的人才培养保障机制和

“人才培养模式共研、师资队伍共享、教学资
源共建、培养过程共管、质量责任共担”的运
行机制。参与学徒制的学生在学校学习专业
理论，在企业进行岗位实践锻炼，接受职业精
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熏陶，3年来，校企
联合建立“双主体”班 8个、“现代学徒制”班
24个、订单班 32个，合作企业提供实习岗位
500余个、带徒师傅 200余人；校企共同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 5 个、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29
门，共同开发专业课程 29 门、教材 34 部，共
建实验实训室 13 个；近 4000 名学徒制学生
到订单企业就业，2018年现代学徒制顺利通
过教育部验收。

学校以军民融合、协同攻关为依托，打造
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学校具有鲜明的军工办学特色，2006年牵头
成立了以省国防科技工业局为主导、以军工
企（事）业单位为主体、以学院为依托的河南
国防科技工业高等职业教育集团，现有集团
成员单位 52家，涵盖了航空、航天、船舶、电
子、兵器、核工业以及民爆行业等领域。利用
军工集团优势资源，成立了军工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与成员单位合作共建了柔性制造河
南省工程实验室和河南省工业网络嵌入式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省级科研平台，完成科
研项目 27项，获得国家专利 40项，为军工企

业提供技术咨询与技术改造 30项，累计创造
效益1500多万元。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导
航与空天目标工程学院、河南北斗卫星导航
平台公司共建北斗南阳分中心和空间信息技
术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建成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河南数据与应用中心南阳分中心，利
用高分遥感卫星数据和北斗卫星定位信息，
为政府部门提供南水北调水质监测、环境质
量监测、国土资源勘测、城乡建设规划、农作
物病虫害监控与预防、垃圾车电动车定位等
信息数据服务，学校主动服务乡村振兴和脱
贫攻坚战，开展面向南水北调库区移民和农
业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三年来面向社会
开展各类培训218180人。

学校通过创新引领、项目带动，以内涵
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学校高度重视内涵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充分利用国家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各种政策红利和重大项目，实施
了国家骨干校、国家优质校建设和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统筹推进以国家优质校建设为
龙头，以骨干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为
支撑的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大力实施“十大
工程”（治理体系完善工程、产教融合推进工
程、工学结合深化工程、教师能力提升工程、
信息技术应用工程、素质教育强化工程、质
量保障完善工程、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基础

条件保障工程、国际交流合作工程）建设，高
质量完成了省级 12 个、校级 32 个项目建
设，建设了 12 个“紧贴产业发展、校企深度
合作、社会认可度高”的骨干专业（群）。深
化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学做合一等教学模
式改革，主持制定专业教学标准 3 个；参与
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5个，主持省级
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2个；立项建设省级以
上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0 门、立体化教材 7
部。校企共建集实训教学、技能培训、技能
鉴定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校内外生产性实训
实习基地 119 个，建设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2
个，国家、省、校三级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全面
建成，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各类职业技能竞
赛活动中获奖 1120 项。获国家、省级教学
成果奖 20 项，省级科技成果奖 2 项。新增
国务院、省政府津贴专家、“千人计划”中原
名师、省职教专家及省教学名师、省学术技
术带头人 22人，在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
教学指导委员会兼职的教师 20多人。

目前，学校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教育
大会精神和“职教20条”，对标“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实施“76321”战略，
即力争“七个突破”：完善党建工作模式，推进
党的建设实现新突破；深化集团化办学模式
改革，多元化合作办学实现新突破；完善德技
并修育人体系，立德树人实现新突破；合作共
建产业学院，校企“双元”育人实现新突破；实
施“英才计划”，卓越技能人才培养实现新突
破；合作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军民融合、科技
服务实现新突破；合作共建职业培训学院，高
端培训实现新突破。锻造“六种模式”：“政行
校企”集团化合作办学模式；“以文化人、立德
树人”素质养成模式；“三合三融”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目标导向、分类培养”职业教育
培养模式；“导师制”卓越人才培养模式；“军
民融合、协同攻关”科技服务模式；“精准高端、
共享共赢”职业培训模式。打造“三个示范性
高地”：开放共享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示范性高地；开放共享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示
范性高地；开放共享型高端技能人才培训示范
性高地。建设“两个高水平专业群”：机电一体
化技术高水平专业群，电子商务高水平专业
群。实现“一个目标”：将学校建设成为具有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为中国高职教
育走向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十载砥砺前行 新时代再铸辉煌

2018年 1月，学校举行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联盟
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2017年6月，学校举办“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师生与火箭“心脏”焊接人——高凤林大师面对面

学校是教育部确定的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学院荣获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是 1999 年经教育部批
准，在豫西师范学校（始建于 1946年）和三门峡广
播电视大学（始建于1986年）合并基础上成立的全
国首批高职院校，现为全国教育信息化建设试点
院校、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校、河南省骨干高
职院校、豫晋陕黄河金三角职业教育集团依托院
校，目前各类在校学生 25000余人，其中全日制在
校生19000余人，成人电大在校生6000余人。

特色校园环境——“白天鹅学院”

学院坐落在被誉为“黄河明珠”“天鹅之城”的
三门峡市，与国家级黄河湿地风景区、三门峡地标
性建筑文博城融为一体，汉代古城、陕州古城遗址
矗立院中，处处彰显着悠久文化的浓厚气息；校园
占地1400亩，校舍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报告厅、
图书馆彰显文化气息，实验室、实训基地提升技术
技能，运动场、体训中心展示青春活力，公寓楼、学
生餐厅提供良好服务；校园三面环水绿树掩映，校
内园林绿化四季如春，千亩砚池碧波荡漾，圣洁天
鹅仪态万方，“白天鹅学院”用深厚文化底蕴和优
美校园环境打造了环境育人的特色高地。

特色培养模式——三条工作主线

学院勇立高职教育改革的潮头，坚定“服务为
宗旨、就业为导向”办学理念，紧紧围绕“将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将创新创业教育贯
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将产教融合贯穿人才培养全
过程”三条工作主线，坚持党对学院工作的领导、
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成立中科创新创业学院，
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建构“岗位主导·项目带
动”培养模式、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思
路；有专任教师900余人、双师素质教师382人、省
级教学名师 2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4个；有中央
财政支持实训基地 4 个、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 9
个、校级实训基地 130余个；为培养“品质优良、技
术精湛”高端技能型人才提供全方位保障。

特色育人机制——两大育人体系

学院着眼于人的未来和全面发展，遵照“品质
优良、技术精湛”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与成长

规律，构建了文化育人和专业育人“两大育人体
系”。开设多门类招生专业60余个，满足广大学子
个性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广泛支持学生
参加专升本、自学考试等，为学生提升学历开通绿
色通道；免费开设日语、韩语、俄语、英语等多语种
培优班，与多个国家（地区）的 20多个学校开展合
作办学，为学生出国留学和文化交流提供平台；开
设百余门通识选修课、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
文化艺术体育活动，将学生社团、人文素养、行为
规范等纳入育人体系，促进学生可持续全面发展。

特色成长保障——一站式服务

学院把“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作为
最高价值追求，设立综合服务大厅、书记院长信
箱、学工人员 24小时开机，为学生提供全方位“一
站式”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保障体系完善，以精准
资助为目标，实现建档立卡学生 4000元国家助学
金比例 100%，2000 元—4000 元国家助学金、
5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8000元国家奖学金及学
校自设奖学金总比例高达 30%，助学贷款应贷尽
贷、勤工俭学广泛覆盖、企业奖学金支持订单培
养、专项奖学金扶助励志学生，全方位解决学生上
学期间的后顾之忧。

特色就业体系——高质量就业

学院构建高质量就业目标体系，实现毕业生
在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业领先企业、区域知
名企业及专升本、政策性就业、高薪就业及自主创
业等高质量就业比例达 60%以上。实施订单培
养，实现精准就业，与企业合作成立上海锦明学
院、永顺管理学院、河南格莱科技订单班等30余个
校企合作学院和订单班，实行校企理事会管理，学
生入学即可加入订单班，除专业课程学习外还增
设企业特色课程，享受国家和企业双重奖学金，带
薪顶岗实习，毕业实现顺利就业；学院整体就业率
连年达96%以上，先后多次被评为“河南省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秉承 73年的办学历史和 20年的高职办学经
历，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一直在打造特色中奋力前
行，热忱欢迎莘莘学子成为“白天鹅学院”的一员。

打造特色 奋力前行
招生专业名称

园林技术（园林景观方向）

药品生产技术

药品经营与管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水净化与安全技术

食品营养与检测

供用电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人机应用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

工程造价

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文物建筑方向)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学制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收费（元/年）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招生专业(总招生计划7300人)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德系汽
车服务技师方向）（中外合作）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

数控技术

模具设计与制造

智能控制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动漫制作技术

软件技术

软件技术（智能终端开发）

通信技术（移动终端开发）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管理方向）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技术

会计

财务管理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3

3

9000

3600

3600

3600

3600

120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8000

8000

3300

3300

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市场营销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音乐教育

语文教育

英语教育

早期教育

商务英语

商务日语

音乐表演

艺术设计

空中乘务

护理

护理(国际护理方向）

助产

中药学

康复治疗技术

体育教育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3600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5600

5600

3600

4400

4400

4400

4400

4400

3600

学院网址：http://www.smxpt.cn
咨询电话：0398-218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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