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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2020〕337 号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河南省 

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财政局、发展

改革委，各高等职业学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实施河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工程的

通知》（教职成〔2019〕807 号，以下简称《通知》）和《河南

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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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的通知》

（教职成〔2019〕816 号）精神，经高职学校自愿申报、各地和

有关部门审核推荐，并经省教育厅审核、专家“线上通讯评审”、

河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工程评审委员会审

定，现对河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工程建设

单位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1、2）。 

各地要将河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作

为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河南省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的重要举措，优化改革发展环境，加强政策支持和经费

保障，动员各方力量支持工程建设。各工程建设学校要按照《通

知》要求抓紧编制建设方案，经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发展改

革委审核批复后组织实施，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将适时开展工程建设项目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周期遴选

的重要依据,对绩效评价不合格的学校，将取消其工程建设单位资

格。 

 

附件：1.河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建设单位名单 

2.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高水平专业建设单位名单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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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建设单位名单 

（共 34所学校，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标识码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学校标识码 学校名称 

4141010824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0842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1069 开封大学 

4141011522 焦作大学 

4141011787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205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067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582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4141012745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748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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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012793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794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948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2950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3780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3781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3782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3784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3788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4141013789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3790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4141013791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4141013792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3936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4141014181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4141014245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141014348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4141014383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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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高水平专业 

建设单位名单 

（共 54所学校，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标识码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学校标识码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 

4141010824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41410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4141010842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41410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供电技术 

4141011069 开封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4141011522 焦作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4141011787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41410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414101205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4141012067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41410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4141012582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4141012745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4141012748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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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012750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41410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4141012793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4141012794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4141012948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康复治疗技术 

4141012950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4141013499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检察事务 

4141013565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4141013780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临床医学 

4141013781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学 

4141013782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4141013784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4141013785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 

4141013788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会计 

4141013789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141013790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现代农业技术 

4141013791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4141013792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物技术 

4141013885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4141013889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4141013936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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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014062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4141014181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41410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食品加工技术 

41410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4141014245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4141014251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4141014303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41410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4141014306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41410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41410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戏剧影视表演 

4141014348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4141014349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 

4141014350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4141014383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4141014391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41410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4141014478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会计 

4141014479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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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统计局、省粮食和储

备局、省林业局、省委军民融合办、各省辖市人民政府、

济源示范区管委会、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8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