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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科技学院

新工科建设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

学校图书馆美景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
春暖花开，郑州科技学院在筹备三十周年校庆中，喜事不断，好事连连。
学校泛 IT 学院 JAVA 和 PHP 两个新工科建设试点班的 54 名大学生顺利毕业，并全部进入河南云和数据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高薪就业，开启了他们人生新的征程。
能够娴熟地做鞠躬、挥手、倒立、劈叉、前滚翻、后滚翻、左右侧身翻、单双手俯卧撑等动作的智能机器人
被 《中国日报》、央视网、《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郑州晚报》、大河网等 30 多家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
3D 打印机已经从单色打印到彩色打印、从塑料打印到陶瓷打印，技术每一年都有创新和突破。机械工程学
院的 3D 打印团队，正逐步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大学新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
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3D 打印、物联网工程、新型数控机床、新能源……近年来，郑州
科技学院紧密对接地方人才需求，敢于创新发展，不断探索新工科建设，使专业主动对接产业发展，调整专业设
置，研究新成果，升级优势传统学科。
针对新经济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新型工科人才的实际情况，学校培养了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新
型工科大学生，为地方重点领域和新兴行业输送了大量的新工科人才。

去旧迎新，新工科的教育理念学起来
笔者了解到，“新工科”的概念是 2016 年提出
的，新工科的“新”主要体现在工程教育的新理
念、学科专业的新结构、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教育
教学的新质量和分类发展的新体系五个方面。
新工科建设是根据新经济、新工业革命要求，
新建或新设置新工科专业和将原有的传统工科专业
按照“新”要求改造升级为“新工科”两个方面。
2017 年以来，郑州科技学院先后召开了五次
新工科建设会议，听取学校专家教授、中层干部、
教学骨干等对新工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邀请国内
知名专家讲学，及时对新工科建设工作进行研讨。
“新工科虽然提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在我
们学校，早在前几年没有新工科概念时，就主动与
地方新经济发展接轨，着手关于新工科专业理念的
建设了，正好契合了国家提出的新工科建设思
想。
”学校董事长刘文魁说。
国家明确新工科建设后，郑州科技学院立即
按新工科建设要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进行比
对。在 2017 年的 36 个本科专业中，作为应用型
人才培养改革主体的工科专业 20 个，与新工科有
交叉或联系的专业 7 个，共占到本科专业总数的
75%。在此基础上，学校的智能制造学院、泛 IT
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全球供应链＆跨境电商学
院等一批与新工科建设相对应的工程应用学院也
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
看待新工科要站在更高处，它不是纯粹的教
育理论，而是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新技术、新
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主动设置建设发
展一批新兴工科专业，推动原有工科专业改革创
新的实践活动。
当前，工程教育领域还存在着教育理念滞后，
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的需求不适应，造成新经济领
域出现人才供给不足等弊端。新工科建设就是要着
眼于互联网革命、新技术发展、制造业升级等时代
特征，培养学生快速学习新事物和适应未来发展的
能力，这也是新工科之所以“新”的目标追求。
新工科的“新”也体现在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和就业质量上。人才是发展壮大新经济的首要资
源，而高校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学校的教
育如果滞后，就会跟不上地方产业发展的形势，
如果只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毕业
生，却不能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高校服务于
社会的职能势必受到影响。
据悉，目前迅猛发展的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新经济领域都出现了人才供
给不足现象。据媒体报道，到 2020 年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阶段，新材料、电力装备、新型数控机
床和机器人技术相关专业将成为更大的人才缺口
专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有 750
万人，2025 年会达到 950 万人，这说明我国工程
教育与新兴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给高校人才培
养提出新的命题。

董事长刘文魁指导新工科建设

主动作为，新工科人才培养平台建起来
“互联网+”“云时代”等改变了传统思维的空间维
度,带来了社会领域的全新变革。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也在中原大地上蓬勃发展。
《中国制造 2025》 和 《中国制造 2025 河南行动纲
要》 规划实施后，新兴产业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
业迫切需要新型工科人才。
处在既有挑战也有机遇的新时代，地方高校如何为
地方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如何让培养的人才适应社会发
展需求？这是高校面临的新课题。
郑州科技学院迅速作出战略调整，人才培养紧跟地
方产业发展需要和未来产业布局，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意
识、数字化思维和跨界整合能力的新工科人才。
“我校拟定的‘建平台、试验田、全覆盖’的新工科
建设三步走战略，‘建平台’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
步。
”新工科建设负责人、副校长周文玉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定向化、精准化培
养应用型人才，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坚持与地方经济接
轨，打造了新工科人才培养平台。
学校先后与河南中机联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共建了面
向智能制造装备技术、3D 打印技术、工业机器人行业的
“智能制造学院”；与河南云和数据有限公司共建了面向
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信息技术与云计算的“泛 IT 学
院”
；与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共建了面向“一带一
路”和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国 （河
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全球供应链＆跨境电商学
院”。
四个工程应用学院的建立，是立足地方经济发展需
要打造新兴人才培养的实战平台，有利于形成教学优
势、师资队伍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推动新工科建设和
激活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的整体动力。
在新平台的带动下，学校的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机
器人、智能制造、3D 打印技术、物联网工程、新型数控
机床、新能源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新工科建设已开花结果。

消除壁垒，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活起来

3D 打印团队在北京科技周参展

四个工程应用学院在众创中心开展教学

媒体采访自主研发机器人的大学生

每一个成熟的专业，每一个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
都是经过反复实践、创新总结出来的宝贵财富。然而，
新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
“一些传统的工科教育与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发展有所
脱节，产教融合不够深入，发展能够主动适应新技术、
新产业、新经济的新工科建设势在必行。
”副董事长、党
委副书记秦小刚说。
知易行难。传统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已经
运行多年，早已深深地根植在教育工作者的思想中，想
打破思想的桎梏，不是那么容易。
新工科在推行之初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要放弃自己
成熟传统的专业于心不忍，同时新工科专业往往会形成
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的融合交叉，比如新工科的
“智能机器人”就涉及机械制造、电气工程及计算机等多
个专业，课程体系融合难度很大。
“在 新 工 科 建 设上不管有 多大的困难，都要 去 克
服。
”董事长刘文魁认为在新工科建设中要迎难而上。校
领导给全体师生带了个好头。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
使，新工科建设在全校上下形成了合力。
学校发挥民办高校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对接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产业需求建专业，构建了工科专
业新结构，不拘囿于传统学科专业设置，实行专业交
叉、知识融合。
笔者了解到，新工科的难点和突破点在于学科交
叉，与传统工科相比，新工科更强调学科的交叉性与综
合性。
学校以新工科人才培养试点为龙头，以新兴产业为
引领，以“学科交叉、专业融合、协同育人”为抓手，
实施跨学科、跨院系、跨专业的人才培养改革新模式。
组建“实验班、试点班、精英班和新卓班”四种试验田
的耕作模式，打造开放融合、系统全面的工程教育新生
态。
学校新工科试验田共开设各类班级 29 个，新开设和

更新课程 74 门，师生开展各类创新实践项目 238 个，完
成了新工科试验田实施方案编制和各类班级培养方案的
制订，各项教学工作正在稳步开展。“新能源汽车”“工
业机器人”
“智能电子产品设计”
“机器人智能控制”
“智
慧物流”
“智慧建筑”等一批新工科班级正在积极引领专
业发展，形成学校教学建设的新亮点。
工业机器人、智能电子产品设计、智能机器人等新
工科实验班和 3D 打印技术、数控技术等新工科精英班，
是由机械、计算机、机电、建筑等专业的学生组成，会
聚了各专业的优秀学生，是跨学科专业的整合。满足了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学生新技术学习的需要。
虚拟现实技术试点班则把虚拟试衣间、虚拟旅游、
虚拟现实教学、云计算、大数据等当下互联网行业热门
的专业技术引入课堂、进入教学。
跨境电子商务实验班、智慧物流实验班等新工科班
是通过引企入校、合作培养、课证融合、实验实训基地
共建、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技术革新与研发等有效合
作模式，把专业链与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实现逐步渗透、互融、互通、
共学、共享的人才培养综合体。
这些新工科班结合社会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定
位，在人才培养上全部运用新模式、新课程、新教材、
新教法，为新工科的人才培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至今
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实现了精准对口就业。
经过不懈努力，新工科人才培养取得丰硕成果。学
生主持或参与省市级科研项目 15 项，其中“3D 彩色打
印装备及过程自动控制系统”被列为省教育部门重点攻
关项目。申报专利 12 项，发表论文 50 篇，获得省级以上
学科竞赛奖项 700 多项，获奖学生人数达 1260 余人次。
3D 打印机在北京发明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的“第十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中获金奖，在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主办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意大赛中获“全国科
技创意大赛一等奖”
。智能机器人在“中国工程机器人暨
国际公开赛”“全国智能制造 （工业 4.0） 创新创业大
赛”等各种比赛中均获得金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任何一个新工科建设专业都有其闪光点，往往还未
毕业，整个班级的学生就被企业提前预定。
“结合新兴产业需求，探索新专业、新方向，重建课
程体系，重构课程内容，把原来单一的专业向学科交叉
融合发展，把学生培养成精技术、懂经济、会管理的复
合型人才。
”董事长刘文魁说。

瞄准需求，新工科服务地方实起来
时代呼唤新工科，是因为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在蓬勃发展，不断涌现出的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造等新
兴产业正需要新的专业人才。
学校坚持把自身的发展放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去
思考，按照“立足应用、服务地方、对接产业”原则，
围绕中原经济区、粮食生产核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实
验区建设等，不断优化学科和设置专业。
“学校时刻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态势，根据社会的新变
化作出相应的调整，让学校始终与地方经济发展保持同
频共振，让学校培养的人才不落伍于时代。”副董事长、
党委副书记秦小刚说。
今天的“新”到明天可能就成为“旧”
，高校在经过
新的教学改革破茧成蝶后，如何能够让“新”字保鲜？
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
支撑，要培养出适应发展的新人才，就必须瞄准地方产
业需求时时转变。
为紧跟社会人才需求，提高服务地方发展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学校从 2017 年开始在“交通运输”专业开设
“汽车后市场”和“城市轨道交通”两个方向，在“交通
工程”专业开设“智能交通”方向，在“建筑电气与智
能化”专业开设“智能建筑设计”和“安防监控”两个
方向。通过不断地优化升级，让专业时时“新鲜爽口”。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工科要求进无止境。
“瞄准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按照新工科建设要求来办
学和教学，培养学科专业交叉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
型人才，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董事长刘文魁说。
(周文玉 刘亮军 张保龙 李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