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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类故里 华夏文明之源
河北北方学院坐落在素有北京“北大

门 ”和 “后花园 ”之称的塞外名城张家口
市。 早在200多万年前，古人类已在张家口
市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起源、繁衍，成为东
方人类的发源地之一；4700年前黄炎联盟
和蚩尤战于张家口的“涿鹿之野”，实现了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首次大融合，成为中华
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张家口又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游牧与
农耕民族的融合地，明清时期北方的重要
商埠，多元文化的聚集地。

空气质量优良 清肺醒脑益智
2013年张家口空气质量达标273天，在

长江以北37个城市中名列之冠，是京津冀
区域空气质量最优城市之一；2014年3月国
家环保部发布第一季度空气质量状况报
告， 张家口市空气质量继续领跑京津冀，
名列全国前十。 蓝天白云下的张家口，城
在林中、街在绿中、人在园中，已是山青、
水秀、城美的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市。

办学历史悠久 培养模式多样
我校的建校历史可以追溯到1923年。

原张家口医学院、 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
张家口农业高等专科学校三所省属高校，
在各自学科领域成为河北省的佼佼者，在

全国同等层次高校中名列前茅。 半个多世
纪的风雨历程中，学校积淀了丰富的办学
经验， 构建了极富创新的实践教学长效
机制与多元实践教学模式， 如项目课题
模式 、模拟教学模式 、基本功强化模式 、
开放课堂模式、实践教学基地模式等，努
力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增强学生服
务地方建设的能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
秀人才。

师资力量雄厚 学科门类齐全
学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 成果丰硕、

治学严谨、学术精湛的教师队伍，在国内
外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专家、学者。 现有
教职工1405人， 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
183人，副高级职称教师392人；具有博士、
硕士学位教师721人；硕士生导师389人。开
设了111个本、专科专业，涵盖了医学、农
学、理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历
史学、艺术学、工学和教育学等11个学科
门类。

校园文化丰富 育人环境优良
学校建有博雅礼堂学生活动中心， 学生

社团100多个，为大学生的个性发展搭建了广
阔平台。 学校每年举办大学生科技体育文化
艺术节、社团活动月、英语活动月、演讲比赛、
辩论赛等系列活动， 不仅满足了不同学生群
体的兴趣， 也成为每个大学生人生历程中浓
墨重彩的一笔。 学校高度重视校园绿化和环
境建设， 把环境育人作为学校培养高素质人
才的一项重要举措， 努力营造自然环境和人
文景观和谐统一，生态、人文、物种特色鲜明
的园林式校园。 整个校园天蓝地绿， 景美人
华，如今，我校已经建成既体现校园文化底蕴
又富有现代气息， 既适合教学科研又适合人
居和游憩的园林式生态校园， 为广大莘莘学
子打造出一方成人、成长、成才的净土。

坚持以人为本 重视素质教育
学校坚持教育、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

育人理念，坚持弘扬延安精神和白求恩精神，
大力实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服务学生成长

成才工程。 把为了学生的一切， 一切为了学
生， 为了一切学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
点， 把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作为工作的主要
内容。通过素质教育活动，学生综合素质得到
提高，我校学生在全国、省级各级各类竞赛中
获得多项大奖， 涌现出一批批先进典型和优
秀代表，受到社会的赞誉。

深化产教融合 学生超前就业
学校努力探索产业拉动教育， 教育推动

产业的校企合作新模式，实施产、学、研、创四
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校、企业、学生
三方共赢。 学校与河北演艺集团联合创办河
北北方学院演艺学院，2014年首次招生，为我
省及全国培养文化产业亟需的实用型人才。
中医学院与北京中康时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合作， 推出了招生———培养———就业全
程贯通的订单式培养项目， 实现了毕业生从
学校到医院的无缝对接。

实践基地众多 就业渠道通畅
学校建有两所附属医院 ， 有实习基地

236个，其中包括解放军301、302、306医院、解
放军海军总医院、清华大学附属医院、谷歌
公司、东软集团、阿里巴巴、大北农集团、千
喜鹤集团等全国著名企业。 学校坚持全员抓
就业、全面谋划就业、全程服务就业、全力开
拓就业，积极拓宽就业渠道，近三年本科毕
业生就业率95%以上，专科毕业生就业率90%
以上。

研教独具特色 国际交流活跃
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

留学生教育。有43个硕士学位点，现有硕士研
究生306名。学校与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
澳大利亚、 乌克兰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高校
与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并聘
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为我校兼职或客座教授。
现有来自德国、 巴基斯坦等国家留学生610
人；与美国18所州立大学共同实施“1+2+1中
美人才培养计划”，可直接推荐优秀学生出国
留学深造。

薪火承传建伟业，继往开来谱华章。我们

坚信， 在河北北方学院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
下，把我校建设成现代化、开放式、特色鲜明
的综合性大学的奋斗目标一定会实现！

欢迎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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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青岛恒星科技学院跻身本科院校

15年春华秋实， 凝聚着恒星师生一代
又一代的创业激情与心血； 15载峥嵘岁
月， 见证着民办教育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追求与传奇。

2014年5月16日， 国家教育部门正式
批复同意在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基础
上建立本科层次的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
学校定位于应用技术类型高等院校， 主
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
型、 技术技能型人才。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是由青岛恒星集团
斥巨资兴建， 以超深圳的 “恒星速度” 迅
速发展起来的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院校。
历时15年， 经历了从专修学院到全日制民
办普通高职专科学校再到全日制民办普通
本科院校的不平凡的过程。

2000年， 青岛恒星集团在董事长陈昌
金的策划和领导下， 开始筹建青岛恒星
科技专修学院。 2001年11月13日， 青岛市
教委下发 《关于同意成立青岛恒星科技
专修学院的批复》， 正式成立青岛恒星科
技专修学院。 实现了 “当年征地、 当年
建设、 当年招生千人” 的规划目标。 2003
年4月24日， 山东省政府部门下发 《关于
同意建立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的批
复》， 正式批准建立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

院。 学院升格更名， 从此成为一所全日
制民办普通高职专科学校， 具有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大专统招、 学历文凭考试及
本科试点资格。 学院可面向全国招收初
中起点的五年制大专生或六年制专本连
读生； 高中起点的三年制专科或四年制
专本连读生； 专科 （含专科在读生） 起
点的二年制本科生。 2014年5月16日， 国
家教育部门在给山东省政府部门的函
（教发函 [2014] 24号） 中明确指出 ， 同
意在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基础上建立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学院系本科层次的
民办普通高校， 由省政府部门负责管理。
学校办学定位于技术类型高等学校， 主
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
型、 技术技能型人才。 同意首批设置本
科专业5个， 即印刷工程、 机械工程、 汽
车服务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网
络工程。

学院坚持正确办学方向 ， 秉承先进
育人理念。 自办学之初就确立了正确的
办学指导思想， 学校董事长陈昌金的办
学理想是 “让老百姓的孩子都能上大学，
让每个学生都能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
材， 让众多学子成为技术精英、 经理人
和企业家， 实现人生价值。” 建校以来，

学院长期探索并实施的 “校企对接、 产
教融合” 的办学模式， “工学交替、 实
岗实训” 的教学模式， 全员参与、 “五
全育人 ” 的思政德育模式 ， 跟踪服务 、
就业 “双高” 的就业管理模式， 形成了
比较鲜明的办学特色， 得到各级主管部
门与社会的广泛认可。 学院先后被社会
有关机构和新闻媒体评誉为 “民办教育
百强学校”、 “最具影响力民办高校” 之
一 、 “百姓口碑最佳荣誉单位 ” 之一 、
“就业双高院校”。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人才培养质量
逐步提高 。 学院坚持 “以教学为中心 ，
以质量求生存， 以特色谋发展” 的指导
思想， 秉持 “人人有潜能， 教育个性化，
个个都成才” 的育人理念、 遵循 “育人
为本， 德育为先， 能力为重， 全面发展”
的人才培养思路， 实施 “产教融合， 协
同育人” 的人才培养模式。 坚持以服务
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以能力为本位，
注重社会实践， 强化技能实训， 建立了18
个校内实验实训中心与101个校外实训实
习基地 ， 以及为教学服务的数据中心 、
软件研究所、 动画工作室等教科研机构，
建构校内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平台； 实
施 “订单式” 人才培养， 推行 “双证书

制”， 以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大赛和科
技竞赛为平台， 创新 “工学交替， 实岗
实训” 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专业实践技
能与科技创新能力。 2010年至2013年 ,学
院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和科技竞
赛获奖共计141项， 其中全国一等奖2项、
二等奖3项、 三等奖3项， 全省特等奖1项、
一等奖12项、 二等奖24项、 三等奖36项、
优秀奖16项， 各类市级奖项45项。 学院印
刷技术专业的校内职业教育实训基地项
目获180万元中央财政支持， 是青岛市仅
有的获此立项的民办院校。

完善跟踪服务， 实现就业 “双高”。
建校以来， 学院共培养了九届5万余名适
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
“恒星学生” 品牌深受社会欢迎。 学院坚
持以就业 “双高” 为目标建立完善的就
业指导与跟踪服务管理体系， 引导学生
牢固树立 “先实习 ， 再就业 ， 再择业 ，
再创业” 的就业观念。 学院采取了一系
列具体措施， 实现就业质量七个考核指
标。 据山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
公布的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2010-
2012年学院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分别为
95.37%、 94.69%和98.53%， 连续多年在省
内同类院校名列前茅。 学院就业工作得

到了央视教育频道、 《人民日报》、 《中
国青年报》 等主流媒体的肯定， 被誉为
“就业率、 就业质量双高院校”。 2011年10
月山东省人社部门对我院就业工作进行
评估， 认为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毕业生就
业工作， “探索出了一条服务社会、 贴
近市场、 务实有效、 独具特色的民营职
业院校的办学模式和毕业生就业工作路
子。” 近年来， 学生规模一直稳定在7000
人左右。 新生录取率100%， 毕业生就业
率98%以上。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始终坚持 “专业
跟着市场跑， 课程围绕岗位转”， 依托区
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市场之需而设置

了38个高职专业， 涉及四个学科门类， 形
成以工学为主， 管理、 艺术、 文学等学科
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 其中19个工科专
业。 现有省级特色专业3个， 省级精品课
程2门。

在庆祝恒星科技学院建校15周年之
际， 学院领导人表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将进一步彰显学校
“科技” 特色、 “技术” 特色， 不断推出
科技创新新举措， 带着 “打造应用型、 技
术技能型本科教育国际品牌” 的美好愿
景， 朝着实现学校 “科技之梦” 的征程扬
帆远航。

(朱 云)

行进在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发展道路上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特色办学内涵发展纪实

今年5月16日， 国家教育部门给山东
省政府部门发函 （教发函 [ 2014] 109
号）， 同意在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基础
上建立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学院系本科
层次的民办普通高校， 定位于应用技术
类型高等学校， 主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 技术技能型人才，
隶属山东省政府部门管理。 学院首批设
置本科专业5个 ， 即印刷工程 、 机械工
程、 汽车服务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 网络工程。 今年计划招收本科生600
人。

据了解， 高校的更名并非简单的名
称更改， 需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并通过严
格的审批程序。 据介绍， 青岛恒星职业
技术学院前身是青岛恒星科技专修学院，
创办于2000年。 2003年4月， 更名为青岛
恒星职业技术学院， 成为一所全日制民

办普通高职专科学校。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位于青岛市李沧

区与崂山区交界处， 半岛蓝色经济圈及
青岛东部高校园区中心位置， 毗邻2014年
世界园艺博览会 （青岛） 园址。 学院实
际占地1008亩， 校舍实际建筑面积35.19

万平方米。 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7095
人， 教师525人。 学院下设动画、 印刷 、
物流、 信息、 建筑、 汽车、 经济、 商务、
国际、 教育、 育才、 航空等12个二级学
院， 涉及工学、 管理、 艺术、 文学等四
大类、 38个专业类别。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董事长陈昌金表
示， 学院顺利升本， 取决于青岛市的坚
定支持。 在申报升本的过程中， 无论是
土地房产手续的办理， 还是申报文件的
签发、 组织专家考察以及办学过程中一
系列问题的解决， 都离不开各级领导和

各个部门的殷殷关怀和切切支持 ； 学校
升本所取得的各项工作成绩 ， 也饱含着
市领导和政府各部门领导的心血和汗水。
我们将怀着感恩的心， 以学院升本为新
的起点， 以服务青岛、 服务社会为根本，
以建成特色鲜明、 服务有力 、 国内一流
的科技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为目标 ， 努
力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
型、 技术技能型人才， 以实际行动回报
社会， 答谢青岛市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关
怀。

(朱 云 贾金龙)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 招生类别 学制 学位

1 080613 网络工程 文理兼报

四年 学士

2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科

3 080201 机械工程 理科

4 080308 汽车服务工程 文理兼报

5 081703 印刷工程 文理兼报

2014年普通本科专业招生计划

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更名为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正式升格为本科院校 2014年首批开设5个本科专业 招收600人

教育因你而美
———庆祝第30个教师节全国书画大赛征稿启事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书
画艺术是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途径和抓手。 在第30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全面展
示全国教师风采， 透过书画两端、 笔墨之间， 展现新时期人民教师对
教育事业和美好生活的热爱， 并为全社会尊师重教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 中国教育报刊社特主办“教育因你而美” ———庆祝第30个教师节
全国书画大赛， 现将大赛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教育报刊社
承办单位： 北京中教鸿兴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二、 征稿对象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及尊师重教的社会各界人士。
三、 报名要求
个人参赛需登录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下载表格报名。
欢迎各教育厅、局及学校、社会团体组织报名，并统一与组委会联系。
为节省投稿时间，初赛作品可通过网络投稿，将作品拍成照片，图片格

式为JPG，照片大小不超过2.5M，请发至大赛组委会邮箱：2750768674@qq.

com。邮件“主题”一栏标注“教育因你而美”征稿字样。本次征稿截止时间为
2014年7月31日。 入围复赛作品，组委会将通知寄送作品原件。

四、 活动安排
报名及初赛： 2014年6月12日-7月31日
复 赛： 2014年8月1日-9月1日
决 赛： 2014年9月
优秀作品展： 2014年9月-10月
五、 征稿要求
（一） 征稿内容

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 健康向上， 格调高雅， 继承传统， 与
时俱进。 作品形式不限， 每人限1至2幅 （非教职员工的社会各界人士
作品主题需与尊师重教相关）。

（二） 征稿类别
1.书法类： 毛笔书法、 硬笔书法和篆刻 （草、 篆书请附释文于作

品背面）， 毛笔书法规格不低于6尺， 硬笔书法规格不小于16K纸；
2.美术类： 中国画、 素描、 油画和水彩等， 无须装裱。 中国画规

格不低于4尺。

六、 参赛须知
（一） 邮寄作品： 请用铅笔在作品背面右上角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年龄、

性别、所在单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详细通讯地址及邮编（请务必使用正
楷登记）。 投稿时登记姓名须与身份证姓名相同，禁止用化名重复投稿。

（二） 集体投稿名额不限，来稿不退回，主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收藏、出
版和在相关活动、资料中使用（包括印制光盘、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宣传
等）的所有权，作者享有署名权，凡投稿作者均视为同意此约定。

（三） 参赛者提交的参赛作品必须是本人作品， 不得以两人或两人以
上名义参赛， 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

（四） 本次大赛不收取参评费。
七、 寄送地点
作品寄至：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传策划中心
邮 编： 100082
联系电话： 010-82296889
杨 老 师： 18610361608

� � � �赵 老 师： 18600795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