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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河南远大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7 月 13 日上午，我校与河南远大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在龙湖校区举行。副校长刘永涛、河南远大装配式建筑有限

公司总经理谢克兵分别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河南远大装配式

建筑有限公司、河南远大天成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领导，校

长办公室、对外联络处、教务处、科技处、社科处、发展规划处、基

建处、土木工程学院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仪式由对外联络

处处长闪慧琴主持。 

副校长刘永涛代表学校欢迎校友谢克兵总经理一行回到母校，向

到会的其他校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

史和现状，对未来双方合作共建二级学院、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提出

了初步设想和规划。刘永涛指出，此次与远大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的签

署，是学校应用型大学转型、整合校友优势资源的又一重大成果，希

望双方以此次协议的签署为契机，推动双方在实践教学、应用型人才

培养、产学研相结合等方面的合作进入新的阶段，促进双方深入合作，

协调创新，取得更多合作成果。 



谢克兵总经理对我校的支持和重视表示感谢，对高丹盈校长亲自

出席仪式表示敬意。他深情回顾了自己在我校的求学经历以及与学校

的深厚感情，衷心感谢学校的培养。随后，谢克兵总经理介绍了远大

集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自己的创业经历，表示作为校友以实际行

动回馈母校感到由衷的高兴，将充分利用此次合作协议签署的机会，

在专业共建、人才定制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签约仪式后，校长高丹盈与到校校友亲切交谈并合影，与会嘉宾

在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 

 

 

 

 

 

 

 

 

 

 

 

 

 

 

 

 

 

 



我校召开重点实验室建设专家论证会 

7 月 27 日上午，我校在南苑宾馆一楼多媒体会议室召开重点实

验室建设专家论证会，校长高丹盈，校长办公室、人事处、科技处、

社科处、财务处、分析测试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实验室骨干教师参加

了论证会，会议由副校长贺金凤主持。 

 

 

论证会专家组由郑州大学副校长关绍康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副校长刘汉东教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广慧教授，许昌

学院副院长郑直教授，中原学者、河南大学杜祖亮教授组成。理学院



院长郝好山向专家组汇报了组建重点实验室的工作准备情况，专家组

查看了申请材料，考察了实验室，对组建重点实验室的意义、实验室

的研究基础和科研条件给予充分肯定，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

容、实验室建设规划、开放合作以及管理体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很好

的意见和建议。 

高丹盈校长对专家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感谢，要求实验室按照

专家组所提意见，逐条进行梳理和整改。高丹盈指出，重点实验室作

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平台，是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实验室

要按照组建河南省重点实验室的要求和标准开展工作，争取尽早突

破。下一步，实验室要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突出研究特色，把研究

内容与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要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着力

引进高层次人才，用高水平团队推动高水平研究；要加强实验室制度

和文化建设，用制度强化实验室管理，靠文化形成实验室精神。 

 

 

 

 

 

 

 

 

 

 

 

 

 
 



我校举行 543 创新团队交流推进会 

 

8 月 20 日上午，我校在南苑宾馆一楼多功能厅举行 543 创新团

队交流推进会。校领导高丹盈、贺金凤，543创新团队特聘教授宋志

敏、李金铠，8个创新团队的全体成员，科研处、社科处、人事处、

发规处、财务处及有关学院负责同志参加了交流推进会。交流推进会

由副校长贺金凤主持。 

交流推进会上，8个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或代表分别就半年来

团队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和交

流。半年来，各创新团队积极开展工作，已产出了一批高水平成果。

我校今年共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 3项，其中团队获得立项 3

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8项，其中团队获得立项 3项；

8个 543创新团队累计到账科研经费 250.5万元。 

校长高丹盈作重要讲话。他对 543创新团队上半年取得的成绩表

示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团队发展不平衡、精力投入不充分、重视程

度不一致等存在的问题。高丹盈对团队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要以目标和任务为导向，凝练科研方向，支撑科研平台和学科发展；



二要以精力投入为保障，聚焦学术研究，支撑高层次科研项目和高水

平科研成果；三要以管理和激励为动力，注重优胜劣汰，支撑团队的

健康发展，逐步完善退出机制。 

会后，各 543创新团队进行相互学习交流，参观了工作室和成果

展示室建设情况。交流中，副校长贺金凤强调，各创新团队要按照学

校要求把工作室和成果展示室建好，为示范校建设做好准备。 
 

 

 

 

 

 

 

 

 

 

 

 

 

 

 

 

 

 

 

 

 

 

 

 

 

 

 

 

 

 

 

 

 

 



我校与郑州飞道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8 月 21 日上午，我校与郑州飞道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龙湖校区隆重举行。校领导高丹盈、袁静波、贺金凤，郑州飞道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展、董事长助理王琳琳，相关部门和二级学院

负责人、师生代表参加了仪式。 

校党委副书记袁静波代表学校向郑州飞道科技有限公司各位嘉

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他们长期以来对我校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袁静波指出，我校与郑州飞道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将进

一步促进双方优势资源互补，为双方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对解决河南

高水平软件开发人才短缺现状，服务中部崛起具有重要意义。郑州飞

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展对学校的大力支持与信任表示感谢。他表

示，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学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实验室建

设、就业及创新创业等领域展开全面的合作和深度融合，郑州飞道科

技有限公司将出资 450万元，设立“河南工程学院飞道软件学院教育

发展基金”，不断助推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更上一层楼。 



校长高丹盈在讲话中指出，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仅是“示

范校”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进我校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基

本路径，对实施好学校“建好示范校、创办硕士点、努力建大学”的

“三步走”发展战略，深化学校内涵建设、“示范校”建设和学校“十

三五”事业发展，全面开启学校事业发展新征程有着重要作用。他希

望校企双方以这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为契机，充分依托我校的人才、

科技和智力支持，不断加强沟通，创新合作模式，扩大合作领域，实

现全方位的合作，努力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双方共

赢的良好局面，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技术和人才保障，为地方

经济建设和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仪式上，校长高丹盈为郑州飞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展颁发了

聘书；副校长贺金凤、郑州飞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展分别代表校

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国际教育学院圆满完成 2018年赴澳游学活动 

 

 

为进一步做好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按

照校长办公会决议，在国际合作交流处与中澳项目合作方——河南澳

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及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协商沟通后，国际



教育学院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23 日，组织在校生赴澳大利亚开展

2018年游学活动。 

在我校合作院校堪培拉大学，同学们吃住在校园，学习与交流在

校园。在堪培拉大学国际部老师 Daniel 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出

国留学中心、学生服务中心、就业指导中心、艺术设计学院、体育馆

等教学场所和设施。在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同学们聆听了 Kate Gemmel

老师的就业指导课程；在艺术设计学院，同学们一起欣赏了视觉传达

设计专业学生的设计作品，体验了 Nina 老师的平面设计课程；在工

业设计课上，Eddie Pianc老师带领同学们一起动手设计做创意台灯；

在 John Ting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以竞赛的方式体验了建筑环境课

程。 

在新老生交流联谊会上，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程光向已在堪培

拉大学就读的我校留学生们送去了问候和关心。留学生们为同学们讲

述了他们在堪培拉大学的学习生活感受，并就如何尽快适应堪培拉大

学的学习和生活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新老生之间进行了充分的

交流。联谊会上，河南工程学院堪培拉大学海外学生联合会举行了换

届活动，选举了新一届学联负责人。会后，程光组织召开了留学生党

员座谈会，向留学生党员传达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我校第一次党代会

会议精神，了解留学生党员思想动态和学习生活情况，要求留学生党

员要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学校发展，保持和学校联系，定期向党组织

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 

通过本次游学活动，同学们亲身体验了堪培拉大学教学模式和学

习生活。通过与澳方老师的互动与交流，以竞赛或者游戏的方式参与

课堂教学，提升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发挥了同学们的想象力，培养

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专注力和兴趣，进一步增进了学生出国留学的热



情，有助于促进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出国留学工作高效顺利

开展。 

本次游学活动圆满完成了校长办公会决议的要求，得到了堪培拉

大学领导和老师的高度认可。 

 

 

 

 

 

 

 

 

 

 

 

 

 

 

 

 

 

 

 

 

 

 



围绕示范校建设，职能部门、教学院部持续推进转型发展 

一、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8 月 10 日，中税中兴会计学院举行“中税中兴班”培养方案研

讨会。 

7 月中旬至 8 月底，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22 所天博电子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的专业师傅对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华为中级工程师认证

班”的 20名学生进行课程培训。 

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永泽环境学院与河南万里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校企合作

关系，设立“河南工程学院就业实习基地”,在我校设立“道路无损

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与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建立校企合作关

系，设立“河南工程学院就业实习基地”,在我校设立“工程物探技

术研究中心”；与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室内环境质量专业委员会、河

南省友好环境质量研究院，联合成立“河南省室内环境质量研究中

心”；与河南省远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成立“郑州市餐厨垃圾资

源化处理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7月 5日，土木工程学院与河南世纪国科空间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举行校外实习基地签约仪式。 

7月 4日，土木工程学院与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举

办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纺织学院与河南省纺织工程学会达成协议，合作举办企业在职人

员脱产培训班，目前报名工作持续进行中。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与郑州豫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

项目 1项。 

三、科技创新、社会服务 

2018年我校国家自科基金（含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立项 8项。 



纺织学院获“纺织之光”2018 年度中国纺织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1 项；获 2018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指导性项目计划

立项 6项。 

纺织学院纺织科技与标准应用研究所参加第十届发博会（广州），

展示与推介与深圳市瑞锋仪器有限公司合作研发成果：先进高端发用

专属设备（发束垂度和柔顺性测试仪）和发制品大数据技术。 

四、师资队伍建设 

我校印发《河南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 

我校引进签约博士 2人，65人参加新进教师岗前培训。 

五、创新创业 

7 月 13 日，计算机学院学生在全国高校大数据应用创新比赛华

中区决赛中获得一等奖。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第七届“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

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计算机学院王禹老师指导的“天码行空”代表队

获得大赛一等奖，张耀武老师指导的“行云流水开发队”和程浩老师

指导的“ICID”团队分别获得大赛三等奖。 

7月 10日-7月 13日，安全工程学院在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采矿

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赛中，荣获物理模型组一等奖，学习模型组

三等奖。 

7月 20日-25日，土木工程学院在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

绘技能大赛中，荣获程序设计单项特等奖，数字测图单项一等奖和团

体一等奖；参加第十一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

信息建模创新大赛，获得个人尺规绘图一等奖六项、二等奖两项；计

算机建模一等奖八项、二等奖两项，总成绩名列建筑类团体全国第三

名、获得一等奖并捧得“高教杯”，四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一等

奖。 



艺术设计学院师生在首届“创意河南”艺术设计大赛中取得佳绩，

分获专业组金、银、铜奖，学生组金奖 1项、银奖 5项、铜奖 4项等。 

机械工程学院参加“高教杯”先进成图大赛，获得全国三等奖 1

项；参加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

等奖 2项。 

理学院组织学生进行为期五周的 2018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暑期培训工作。 

纺织学院与国际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河南工程学院大

学生纺织品设计大赛”圆满结束，大赛共产生一等奖 4个，二等奖 9

个，三等奖 11个及最具创意奖和市场价值奖各 1个。 

六、国内外交流与学习 

7月 22日-26日，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骨干教师赴北京参加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的“河南省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暑期培训班”。会计学院选派教师参加 ACCA课程培训。工商管理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服装学院等学院教师赴各地参加新“国标”培训及各

专业相关会议、培训。分析测试中心部分教师参加全国高校第 24 届

分析测试中心年会。 

8月 3日-23日，外语学院选派 10名教师赴合作院校澳大利亚堪

培拉大学短期研修。服装学院选派 5名教师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培训

学习。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张浩老师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访

学。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等学院教师赴企业实践锻

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