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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 垒

在 2020 年高考来临之际，记者走
进焦作大学，详细了解该校 2020 年招
生政策和特色专业，希望能为广大考生
报考该校提供一些帮助。

魅力焦大人才摇篮

焦作大学创建于 1981 年，是经河
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
焦作市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一所培养应
用技术型人才的综合性地方院校。学校
有南北两个校区，校园面积 113.9 公
顷，建筑面积43.5万平方米。全校教学
仪器设备总值近亿元，图书馆藏书103
万册。目前，各级各类学生 24000 余
人，其中，全日制专科生 13000 余人。
现有教职工881人，其中，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教师 187 人，博士 9 人、硕士
356人。

焦作大学先后荣获“河南省文明校
园”“河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河南省高
等教育教学工作先进集体”“河南省大
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河南
省五四红旗团委”“河南省公共艺术教
育一类学校”及河南省首届金烛奖“高
质量就业示范高校”等荣誉称号。多年
来，学校生源质量不断提高，第一志愿
录取率达到96%；毕业生就业率连年达
到95%以上，先后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输送了7万余名留得住、用得上的各类
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2019 年，该校一志愿录取率达到
98.51%，其中文科录取最高分 475，最
低分364，平均分389.8；理科录取最高
分 436，最低分 306，平均分 334.8。为
响应国家高职院校扩招政策，该校还积
极参加我省扩招工作，录取退役军人、
下岗职工等各类别学生300余人。

招生专业特色鲜明

2020年焦作大学开设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应用化工技术、计算机应用技
术、土木建筑技术、电子商务等 54 个
专业，在全国 22 个省区市招生。为让
广大考生尽可能多地了解焦作大学，下

面对该校的特色学院简要介绍。
机电工程学院。开设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
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机械设计与制
造、应用电子技术等专业。建有6个校
内实训中心、26个实验实训室，与企业
合作建有焦作市柔性制造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3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28
个校外实训基地。学院建设有教育部

“高职高专第二批教育改革试点专业”、
河南省“第一批高职高专教育示范专
业”，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骨干专业”等国家级质量工程
建设项目。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研
室荣获南省第一批“优秀基层教学组
织”称号。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
赛、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河南
省大学生机器人竞赛、河南省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等赛项中获得省级三等奖以
上奖励20余项。

信息工程学院。开设有计算机应用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
理、通信技术、软件技术和物联网应用
技术、大数据技术及应用专业 7 个专
业。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焦作大学重
点专业。学院采用“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模块化”的教
学体系，注重学生就业技能的培养。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开设有建筑工
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建筑动画与
模型制作5个专业。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为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专业、河南省高等

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拥有建筑材料实
训中心、测量实训室、建筑装饰实训
室、土木工程仿真实训室等校内实验实
训基地，并在施工、监理、设计等与多
家企业建立了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开设有应用
化工技术等6个专业，多个专业先后被
评为教育部骨干专业和教育部校企共建
生产性实训基地、河南省教育示范专
业、河南省优秀教学团队、河南省优综
合改革试点专业、河南省特色专业。学
院实验实训设施先进，拥有河南省“四
大怀药”院士工作站，河南省高校怀药
提取分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焦作市化
工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焦作市
怀药工程研究中心和职业技能鉴定站等
科研服务及鉴定机构以及 20 余个专业
实验实训室。

太极武术学院。开设社会体育和民
族传统体育 （太极拳方向） 两个专业，
民族传统体育（太极拳方向）专业被学
校确定为重点专业。现有市级太极拳名
师4人，聘请著名武术名家和太极拳大
师为客座教授。学院学生累计在中国·
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中获得100余
块金牌，在河南省大学生武术比赛中获
得8块金牌，在河南省大学生跆拳道锦
标赛中获得 19 块金牌。在全国武术太
极拳比赛中共取得了 39 个一等奖、30
个二等奖、42个三等奖。

经济管理学院。开设有工商企业管
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
商务、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物流管理
7个专业。市场营销专业作为省级特色

专业建设点，河南省教育厅列为河南省
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性实训基地。旅游管
理专业被列入教育部、财政部“支持高
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发展项
目，是“旅游+太极拳”特色专业。电
子商务专业作为学校重点专业，与内外
多家电商企业建立实践实习基地。

会计学院。开设有会计、财务管理
两个专业。会计专业是焦作大学重点建
设专业。现有注册会计师 10 人，会计
师18人，经济师10人。建有两个会计
电算化实训室和两个会计综合仿真实训
室，会计专业实训条件在规模和水平上
都处于省内领先水平。

人文学院。开设有汉语、行政管
理、文秘、新闻采编与制作、播音与主
持、影视编导等6个专业。有办公自动
化及速录实训室、汉语多功能语音实训
室、多媒体编辑实训室、摄影实训室、
新闻演播实训室和形体礼仪实训室等6
个校内实训室。

外国语学院。开设有商务英语专业
和应用英语+太极拳专业两个专业。拥
有6个设备先进的语音室及多个校内外
实习基地。在第十届“外研社杯”全国
高等职业院校英语写作大赛全国总决赛
荣获一等奖。

法律与政治学院。开设法律事务和
人力资源管理两个专业。学院有1个校
级重点专业，1 门省级优秀课程，6 个
校外实习基地，1个模拟法庭，与焦作
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了焦作市法律援助
中心焦作大学工作站。2019年在“踏瑞
杯”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技
能大赛荣获北部赛区一等奖。

艺术学院。开设有数字媒体艺术设
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影视多媒体
技术、建筑室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舞蹈表演、音乐表演等7个专业，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专业为省级示范性实验实
训基地。现有 10 个智慧教室，28 个校
内外实习、实训基地，1个陶瓷艺术研
究所，4个专业工作室。荣获河南省青
年美展金奖、河南省美展二等奖、河南

省第十一届“群星奖”音乐舞蹈大赛金
奖等。

招生政策有所变化

变化一：为适应社会需要，2020年
该校新增大数据技术及应用专业，欢迎
有志于该领域的青年才俊选报。

变化二：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涉
考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按照省教育厅
要求，单招考试安排在统一高考录取结
束后进行。为适应新形势变化，焦作
大学今年将单列单招计划，并适度扩
大对口类招生计划，满足各类考生需
求。

变化三：今年我省艺术类本科 A
段、B段、专科批的美术学类和设计学
类专业（对应省统考美术类、书法类专
业）实行平行志愿模式。考生志愿填报
风险大大降低，焦作大学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环境艺术
设计等专业录取几率大大增加。

盛夏时节的焦作大学，荷风送香柳
垂塘，每一株花草、每一面墙壁都蕴含
文化。许多刚刚毕业离校的 17 级毕业
生，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母校的不舍，
他们说，在焦作大学的这三年，让他们
享受到了学习的快乐和成长的幸福。现
在，焦作大学的教职工们已经准备好
了，期待与怀揣梦想的你相遇！

焦作大学期待怀揣梦想的你焦作大学期待怀揣梦想的你

本报讯（通讯员王成）昨日上午,省
邮政分公司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暨先进表彰大会，会议以视频形式进
行。会上，我市邮政分公司2个先进基层
党组织、1名党务工作者、6名优秀共产
党员受表彰。同时，会议对在今年疫情防
控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我市1个先进集
体、2名先进个人、1个党支部建设示范
点和15名党员先锋岗进行了表彰。

全省邮政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焦作市分公司

集邮与文化传媒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武陟县

分公司支部委员会
全省邮政企业优秀党务工作者：
冀胜利
全省邮政企业优秀共产党员：
邓洁、韩豪杰、娄建民、牛现云、白

守行、吴启山。
全省邮政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先进集体：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沁阳市

分公司
全省邮政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先进个人：
来祝国、赵春林
全省邮政企业党支部示范点：
中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沁阳市

分公司支部委员会
全省邮政企业党员先锋岗：
白守行、吴启山、张鹏娟、娄建民、

崔红伟、张红波、韩豪杰、李晓春、秦二
会、邓洁、葛文德、王艳华、千英彬、张
慧珺、董国强。

图为表彰大会焦作会场。
王 成 摄

省邮政分公司召开庆祝建党99周年暨先进表彰大会

市邮政分公司一批先进基层单位和个人受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张艳红）进入6月份以
来，市邮政分公司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在全
市邮政系统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
子”“金融知识万里行”等一系列宣传活动。
各县 （市） 区邮政分公司积极响应市邮政分
公司号召，组织各邮储网点人员深入各乡
镇、各村，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资
料、散发宣传资料、张贴宣传展板、LED屏
标语等多种形式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积极
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如何辨别真假币、防范
电信诈骗等各类金融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目前，全市各邮政储蓄网点，以各储蓄
营业所为阵地，已把各类金融知识宣传以及
反假币知识宣传工作实现常态化，不仅提高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假币辨别
能力，还提升了焦作邮政的社会形象。

6月27日，村民吴女士来到博爱县邮政
分公司孝敬镇界沟营业所，将一张10元假币
交给营业人员。原来，开超市的吴女士在26
日晚上结账时，发现有一张10元的假币，第
二天一大早就赶到网点，主动把假钱交给了
网点营业人员。吴女士说：“这假钱呀，太害
人了，你们教我怎么识别假钱的时候，我还

不太在意。下次，再到村里宣传时，我可得
拉上左邻右舍好好听听，坚决不能再上这个
当了。虽然这次我吃亏了，可不能再让别人
也跟着吃亏，还是上交给国家好，这样我也
心安了。”

对于吴女士这一行为，在网点办理业务
的群众看到后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为她点赞。

焦作邮政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张智超是温县邮政分公司寄递事
业部的一名揽投员。他2006年参加邮
政工作以来，尽职尽责、用心服务，10
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用户有理由投诉和
安全事故，深受用户和同事的赞誉。

邮政快递传递的不仅是邮件本
身，更是用户对邮政的信任和重托。
这句话让张智超铭记于心。2007 年
初，因业务需要，他被安排专职负责
温县工业区的揽投工作。当时工业区
已有多家企业入驻，但因无专人负
责，基本没有业务。张智超到岗后，
立即对企业进行走访，了解需求和建
议，逐户进行开发。投递时，虽然工
业区离县城有近20公里距离，但他对
进口邮件总是想办法及时投递，让用
户满意。每天如此，风雨无阻。尤其
是2012年冬季天降大雪，他仍然冒雪
投递。客户感动地对他说：“这么大的
雪，除了你，别的快递都不送，还是
你们靠谱。”数年如一日努力付出，换
来的是客户认可，工业区的业务收入
从刚开始的每月几百元，增长到后来

的每月1万多元。
2016年初，因段道调整，张智超

开始负责县城东片区的揽投工作，并担
任城东团队团队长至今。在担任团队
长后，他一直以团队协作、共同发展为
理念，协助队员进行客户开发。如天香
面业中秋礼品邮寄业务，当月即产生业
务收入3000余元。他根据老城区人口
集中、厂矿单位较少的特点，和队员一
起研究散户的开发方法，一个月新增散
户 10 余户。同时，他也加大对自己段
道的开发，成功开发卷烟材料公司样品
邮寄业务，单笔形成收入1万余元。

近年来，张智超多次在技能比赛
中取得好成绩，先后代表省、市公司参
加了集团公司技能比赛。为了达到更
高的技术水平，他每天利用下班时间不
停苦练，休息日也到班组练习业务操作
流程。2020年4月，他再次被省邮政分
公司授予优秀揽投员荣誉称号。

张智超的用心服务是一种自然的
真情流露，他用行动谱写着新时代邮
政服务精神。 张红军

尽职尽责 用心服务
——记温县邮政分公司揽投员张智超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增强干部职工凝聚力，端
午节前夕，沁阳市邮政分公司工会组织开展了端午节包粽子活
动。通过此次活动，增强了干部职工的向心力和友谊，让大家感
受到了端午节浓浓的节日气氛。 刘小丰 摄

近日，孟州市邮政分公司为配合孟州市委、市政府创建卫
生城市工作，组织党员青工开展义务劳动。通过大家的辛勤劳
动，绿化带和大院焕然一新，不仅美化了办公环境，展示了良
好的精神风貌，也为全市创卫作出了积极贡献。汤景开 摄

邮政便民服务站是老百姓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窗口，能够提供
便民缴费、包裹代投、积分兑换等邮政基础服务。为了使广大邮
政客户可以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邮政服务，近日，解放区邮政
分公司安排机关部室人员与支局员工共同对支局周边商户、超市
进行摸排走访，收集商家信息，为后续邮政便民服务站点的建立
提供了有力保证。截至目前，已初步将辖区130余户商户走访完
毕，接下来会对所收集信息进行筛选，对意向商户进行二次走
访，商谈加盟细节，确保便民服务项目快速发展。

图为解放区邮政分公司建设西路支局员工正在收集商家资
料。 王利娜 摄

图为博爱县邮政分公司网点工作人员设
立咨询台宣传反假币等金融知识。

贺婧文 摄

焦作大学和谐广场。 （焦作大学供图）

⬅焦作大
学信息工程学
院网络技术实
验室。

➡焦作大学机电
工程学院实训室——
德国费斯托柔性制造
系统。

➡焦作大学
太极拳武术学院
教学场景。

（均为本报
记者丁垒摄）

⬅焦作大学
艺术学院学生正
在上舞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