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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传承 实力雄厚

华北理工大学是 2010 年 5 月经国家教育部
门批准，由原河北理工大学和华北煤炭医学院
强强联合组建而成的。河北理工大学前身为创
办 于 1895 年 的 北 洋 西 学 学 堂 矿 务 学 学 门 ，
1958 年建校，1959 年天津大学矿冶系成建制
并入，曾沿用唐山矿冶学院、河北矿冶学院、
唐山工程技术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等校名；华
北煤炭医学院前身为创办于 1926 年的开滦高
级护士职业学校，1963 年开始本科建制，曾沿
用唐山煤矿医学院、河北医学院等校名。

学校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中遭受灭顶之
灾，人、财、物损失惨重。在党中央和全国人
民的大力支持下，师生们擦干血泪，挺起脊
梁，再次创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恢复重建，学
校在地震的废墟上再度崛起，崭新的现代化大
学屹立在冀东大地上，办学水平和科研实力蜚
声海内外。今天，保留在老校区内的地震废墟
遗址就见证了震后师生员工百折不挠、艰苦奋
斗、大公无私、不懈追求的精神。不管来自何
方或者何种身份的参观者，来到这里都会从心
底里肃然起敬。这里，已经成为鼓舞一代又一
代华理人坚定信心、战胜困难、超越自我、不
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2013 年 6 月，河北省政府部门作出了将学
校整体搬迁至曹妃甸的重大决定。2016 年 8
月，华北理工大学曹妃甸新校园正式启用，学
校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华北理工大学的合并
与搬迁，使得学校的办学资源、办学条件得以
重组提升，学科门类更加齐全，师资力量更加
雄厚，并跻身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行列。无论办
学规模、专业数量、学科层次，还是校园软硬
件设施，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使学校的发展
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度，步入了一个崭新
的历史阶段。

条件优越 特色鲜明

2016 年 8 月，学校规划占地 4500 亩、总建
筑面积 103.6 万平方米的国内一流现代化智慧
校园正式启用，建有一流的语音教室、多媒体
教室、电子阅览室、CAD 中心、计算中心、电
教中心和网络中心等现代化教学设施设备。图
书馆建筑面积 7.8 万平方米, 拥有纸质藏书
230 万册,中外文数据库 82 个，数据存储量达
70TB，通过创建学科空间，实现了“学科一站
式”服务。学校主办有自然科学、医学、社会
科学类等 5 种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在国内外
具有一定影响。学校拥有隶属附属医院和非隶
属附属医院 25 家。

学校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4000 多人，其中
专任教师 2200 余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600
多人；具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教师 1000
余人。学校有双聘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人
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别人
选、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高端人才、燕
赵学者、省管专家等优秀人才 100 余人。现有
各类在校生 7.9 万余人，其中全日制在校生 5.1
万余人，继续教育学生 2.8 万余人。

学校坚持特色发展和新型交叉的学科专业
建设原则，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学校现有 94 个本科专业，1 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2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3 个专业
学位授权类别；冶金工程为世界一流建设学
科，矿业工程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为国家一
流建设学科；拥有 10 个国家级别特色专业，
18 个国家部委和省确定的重点学科，18 个国
家部委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学校全面贯彻落
实河北省“双一流”建设工作部署，系统推进

“3433”学科群建设工作，重点建设冶金与材
料学科群、矿业与安全学科群、职业卫生与安
全学科群 3 个强势特色学科群；大力发展化工
与环境学科群、建筑与土木工程学科群、先进
制造与装备学科群、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学科
群 4 个重点优势学科群；适度拓展经济与管理
学科群、人文法学与艺术学科群、信息与计算
学科 3 个基础文理学科群；积极扶持生命科学
学科群、海洋科学学科群、脑认知科学学科群
3 个新兴交叉学科群。

教学严谨 人才辈出

学校坚持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
发展道路，建立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导向的管理
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
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
来，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教师整体素质得
以提高，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办学效益和社会
效益业绩突出，在国家、省教育主管部门以及
多个行业主管单位的屡次评估、验收、考核中
都得到充分肯定和褒奖。学校先后在国家教育
部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在国
家教育部门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研究
生教育评估、教学管理评估、成人教育评估中
均获得优秀。这些荣誉和成绩的取得一次次彰

显了学校雄厚的办学实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托。同
时，学校不断加强质量与改革工程建设，加强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拥有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多人；拥有 8 个国家和省
级教学团队，54 门国家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及精品课，9 个国家和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13 个国家和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 个国家
和省级大学生校外教育实践基地。近 5 年，学
校入选国家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卓越工程师和
卓越医师培养计划，获得多项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新工科研究与
实践项目等国家级别和省级“本科教学工程”
项目，获得多项国家和省级教学成果奖。

学校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
任务，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的培养，提高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
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
能，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事做人，让每一个
学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经过多方努力，人
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适应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研究与创新型人才
和拔尖人才。近 5 年，学校每年参加各级各类

竞赛学生达 1.5 万人次，获得国际、国内奖励
1000 余项，其中国家级别以上奖励 260 余项。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累计立项达到
1278 项。学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350 余篇，其
中 SCIE 检索 30 余篇，申请专利 60 余项。学校
荣获“2012—2014 年度国家级别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实施先进单位”称号，在 《中国高
校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暨 学 科 竞 赛 评 估 结 果》

（2012—2016 年） 中，学校在本科组 Top300 榜
单上位列第 136 位。学校培养的 10 多万名专业
技术及管理人才，已成为冶金、矿业、重化
工等行业总经理、总工程师的摇篮，煤炭行
业高级医学人才、职业病防治业务骨干的摇
篮。学校毕业生具有素质高、能力强、作风
实、适应社会需求等特点，就业率连续多年达
到 95%以上。

注重科研 成果丰硕

学校坚持“基础研究顶天、应用开发立
地、创新实践树人”的工作理念，不断实施基
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与成果转化、国防军工

科研“三路并进”的科技发展战略。不断加大
科研力度，提高科研水平，以学校整体搬迁为
契机，进一步整合了校内外科技资源，在省市
重点实验室建设、科研队伍和科研团队的建
设、省级优秀创新团队和河北省百名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等方面开拓创新，搭建了更加广阔的
科技创新平台，进一步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
在服务地方经济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学校大力开展内涵建设，科研、科技开发

工作硕果累累。近 5 年，学校获得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
部级科研奖励 115 项；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
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
级别项目 181 项，年均到款科研经费近亿元；
学术论文 SCIE 检索 1310 余篇，其中 ESI 高被
引论文 28 篇；获得专利授权 1639 项，其中国
际发明专利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474 项。学校
在钢铁行业节能减排、高品质钢生产技术、职
业卫生与安全、金属矿产资源高效开采与利
用、生物分子组学、工业机器人研发等领域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积极投入社会服务之中，为
河北省乃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产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确立了
4 项行业标准，基因组信息学团队积极开展国
际合作，在 《自然》《科学》 等权威杂志上发
表国际性高水平论文 50 余篇。

学校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校办企业理
工智能仪器有限公司是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
其产品 ZLRJ 智能弯管流量计系列高科技产品
产业化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火炬计划项目，其
专利荣获“全国专利新技术发明博览会”金
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年提高。

开放办学 产教融合

学校坚持国际化战略，推进国际化进程，
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层次、领域和内容，建
设引领学术前沿的国际合作平台。经国家汉办
批准，学校与匈牙利佩奇大学合作建立中东欧
地区首所以中医为特色的孔子学院——“佩奇
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成立“匈牙利文化交流
中心”；与佩奇大学共同举办“中—匈医学论
坛”；与匈牙利针灸康复学会、赛格德大学、
德布莱森大学共同承担中—匈政府部门间科技
合作项目 6 项；获教育部门批准与德国海德堡
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项目；先后与加
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佐治亚瑞金斯大
学等 10 多个国家的 30 多所大学建立了实质性
合作关系。学校有各国留学生 200 余人，招生
规模逐年扩大。

学校还与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唐山市 14
个县 （市） 区和 30 个大中型企业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与河钢集团、开滦集团、首钢京唐
公司、冀东水泥集团、唐山陶瓷集团等大中型
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研发中心，成为河北省
重要支柱产业技术创新的基地。

绘制蓝图 共谋发展

整体搬迁后，进一步提升整体办学实力、
打造国内一流大学是华北理工大学摆在首位的
目标。为适应教育形势的新发展,满足河北、
京津冀协同发展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
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华北理工大学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
贯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立足多年实践经验和理论探
索的成果,根据形势需要,着眼加快发展,积极研
究和探索新的办学之路,全面推进特色鲜明、
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建设进程，将跨越式发
展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在科学发展
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砥砺奋进。

学校整体搬迁已近两年，站在历史的新高
度眺望，华北理工大学崭新的身姿已跃然呈现
在世人面前，它宛如一颗镶嵌在渤海湾畔的璀
璨明珠光鲜亮丽、引人注目⋯⋯这是学校办学
历史的里程碑，是社会繁荣昌盛的结晶，更是
这所百年老校跨越发展的新契机。

回溯历史，历经磨难，百折不挠；展望未
来，与时俱进，追求卓越，更加宏伟远大的蓝
图展现在眼前。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人们有
理由相信，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学校党政班子一定能够带领全校师生，继
承光辉历史、发扬光荣传统，秉承“学术并
举、崇术重用、依托行业、服务地方”的办学
理念，恪守“明德博学、勤奋求实”的校训精
神，实施“特色立校、人才兴校、质量强校”
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
力，全力谱写华北理工大学的新辉煌，实现历
史性的新跨越。

华北理工大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姚 冰 尹汝海 戴国辉 南守宇）

整体搬迁谋发展 劲风满帆启新航
——记蓬勃发展的华北理工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坐落于环渤海中心城市——河北省唐山市。2016 年，这所百年学府整体搬迁至唐山市曹妃
甸新城。目前，它正以厚重的文化底蕴、博大的前沿科学研究魅力，为莘莘学子打开智慧之门、铺就理想之
路，为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谱写着新的篇章！

华北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医为主，理、经、管、文、法、艺、教等多科性协调发展，具有留学生教
育、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继续教育等教育类别和层次的省属重点骨干大学、省重点支持的国家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校为河北省政府部门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河北省政府部门与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部门共建高校,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

光阴荏苒，带走的是旧式的阁楼庭院，留下的却是宝贵的历史积淀。触摸它，一种百年的沧桑顿时化作
一股股热流充溢在激动的心田⋯⋯虽然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但不屈的灵魂和与时俱进的品性让华北理工大
学历经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时期，作出了一次又一次转折性改变，收获了一颗又一颗丰硕的果实。

招生咨询电话招生咨询电话：：03150315--88166668816666、、25926182592618
校校 址址：：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渤海大道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渤海大道2121号号
网网 址址：：http://www.ncst.edu.cnhttp://www.nc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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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理工大学欢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