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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招生 多样选择
一、单独招生的范围、条件

及计划
1.招收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并参加河南省 2019 年普通高考
报名的学生。

2. 招收 2019 年中等职业学
校（含普通中专、职业中专、成人
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应届
毕业生并参加河南省 2019 年对
口升学报名的学生。

二、相关待遇
通过我校单独招生、高技能

人才免试入学被录取的考生，不
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对口升学考试，入学
报到后享受与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录取的新生相同待遇。 未
被录取的考生，仍可参加全国高
校统一招生考试。

三、学校资助体系
国家助学金：符合条件的学

生每年可获得 3000 元的国家助
学金，成绩优秀的还可获得每年
5000 元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和每
年 8000 元的国家奖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到校后可申请到每年不
超过 8000 元的国家无息助学贷
款， 保证不使每位学生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辍学， 学生利用最后一
年或半年带薪顶岗实习即可在毕
业前偿还全部贷款，无任何压力。

勤工助学：学校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充足的勤工助学
岗位，免除学生后顾之忧。

四、报名的时间和方式
报名方式：报考我院单独招

生的考生需在“河南省普通高校
招生考试服务平台”报名，报名
时仅限报我校一所学校和 5 个
志愿专业。

报名网址：http://pzwb.heao.
gov.cn

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9
日 9 时至 22 日 18 时。

领取准考证：在“河南省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服务平台”完成
报名的考生到学院招生就业处
领取准考证，同时将在学院网站
公布符合条件的考生名单。

五、考试
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对口生

分开进行考核，其中普通高中学
生（含社会生）参加文化知识考
试和职业适应性测试，对口生参加
文化知识考试和职业技能测试。

考试地点：南阳职业学院
1.文化基础课考试
所有考生均需参加，普通高

中生源考生与各类中职对口生
源考生采用统一试卷。

（1） 考试内容： 内容依据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大纲
命题。 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课综
合知识。

（2）考试方式：三科试卷同

场考试， 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语文（200 分）、数学（100 分）、英
语（100 分），试卷分值：400 分。

2.职业技能（综合素质）考核
（1）测试内容：考核主要考察

考生的心理素质、语言表达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
能力、实验操作（动手）能力等。

（2）测试方式：形式为技能操作
或面试。 测试分值：总分 100分。

六、单独招生特点
1. 招生考试由学校自主命

题，自主考试，自主阅卷，自主录
取，被录取的考生享受普通学生
的一切待遇。

2. 参加单独招生考试的考
生，被我校录取后可签订订单式
培养协议，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奖
助学金之外可享受企业奖助学
金，接受企业文化教育，到订单
培养企业带薪实习，毕业后在自
愿基础上可在订单培养企业实
现就业。

3.对口生可以报考中专所学
专业对应的大专专业，也可以跨
科类报考其他专业。

七、到校路线
火车站、汽车站：乘 1 路公

交车到南阳职业学院（终点站）
八、学院地址
学院地址：河南省南阳西峡

白羽路北段 999 号
学院网址：www.nyzyxy.com

2019 年南阳职业学院单独招生简章出炉

逐梦南职 出彩人生
美丽校园 全面发展
南阳职业学院是 2011 年 4

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
教育部备案的一所普通高等职
业院校。 校园规划总占地面积
1265 亩， 建筑面积 62 万平方
米，投资 16．72 亿元。 学校现有
各类在校生 7300 余人， 设立了
12 个教学系院，开设有中药学、

高尔夫球场服务与管理、电梯工
程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幼儿
发展与健康管理、 学前教育等
34 个专业及方向。 其中电梯工
程技术专业、中药制药专业被河
南省教育厅评为河南省高校品
牌专业。

学院秉持“格物穷理，知行

合一”的校训，注重学生的创新
能力培养和技能强化训练。 学院
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整体
育人能力；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
以服务为宗旨，面向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德才兼备适
应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的应用型
专业技能人才。

校企合作

校园舞台

校企合作 高薪就业
为充分发挥校企双方的优

势，发挥职业教育为社会、行业、企
业服务的功能，为企业培养更多高
素质、高技能的应用性人才，校企
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长期紧
密的合作，就共同培养专业人才事
项达成协议，组建了多个企业订单
班，真正实现“专业共建、联合培
养、工学融合”的育人理念。

南阳职业学院认真精选用
人单位， 建立校企合作模式，分

别有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西峡县内
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任公司、仲
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爱民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福
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牧原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金沙湖国际高尔
夫俱乐部、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
限公司、西峡县众德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河南省西保治材集团有

限公司、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中原智能电梯有限公司等多家
业内知名企业到南阳职业学院
招聘实习人才。

学院致力于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
好”的应用型人才，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学院创建以来，始终把实习
基地建设、职前教育与就业指导、
创业渠道拓展纳入学院整体发展
规划，为学生高薪就业保驾护航。

建筑工程技术
电梯工程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械设计与制造（3D 打印技术方向）
数控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无人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电子商务技术
药品生产技术
会计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酒店管理

旅游管理
工程造价
道路桥工程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
中药学
互联网金融
计算机网络技术
包装策划与设计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戏曲表演
艺术设计
软件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市场营销
建设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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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知识。

（2）考试方式：三科试卷同

场考试， 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语文（200 分）、数学（100 分）、英
语（100 分），试卷分值：400 分。

2.职业技能（综合素质）考核
（1）测试内容：考核主要考察

考生的心理素质、语言表达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
能力、实验操作（动手）能力等。

（2）测试方式：形式为技能操作
或面试。 测试分值：总分 100分。

六、单独招生特点
1. 招生考试由学校自主命

题，自主考试，自主阅卷，自主录
取，被录取的考生享受普通学生
的一切待遇。

2. 参加单独招生考试的考
生，被我校录取后可签订订单式
培养协议，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奖
助学金之外可享受企业奖助学
金，接受企业文化教育，到订单
培养企业带薪实习，毕业后在自
愿基础上可在订单培养企业实
现就业。

3.对口生可以报考中专所学
专业对应的大专专业，也可以跨
科类报考其他专业。

七、到校路线
火车站、汽车站：乘 1 路公

交车到南阳职业学院（终点站）
八、学院地址
学院地址：河南省南阳西峡

白羽路北段 999 号
学院网址：www.nyzyxy.com

美丽校园 全面发展
南阳职业学院是 2011 年 4

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
教育部备案的一所普通高等职
业院校。 校园规划总占地面积
1265 亩， 建筑面积 62 万平方
米，投资 16．72 亿元。 学校现有
各类在校生 7300 余人， 设立了
12 个教学系院，开设有中药学、

高尔夫球场服务与管理、电梯工
程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幼儿
发展与健康管理、 学前教育等
34 个专业及方向。 其中电梯工
程技术专业、中药制药专业被河
南省教育厅评为河南省高校品
牌专业。

学院秉持“格物穷理，知行

合一”的校训，注重学生的创新
能力培养和技能强化训练。 学院
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整体
育人能力；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
以服务为宗旨，面向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德才兼备适
应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的应用型
专业技能人才。

校企合作 高薪就业
为充分发挥校企双方的优

势，发挥职业教育为社会、行业、企
业服务的功能，为企业培养更多高
素质、高技能的应用性人才，校企
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长期紧
密的合作，就共同培养专业人才事
项达成协议，组建了多个企业订单
班，真正实现“专业共建、联合培
养、工学融合”的育人理念。

南阳职业学院认真精选用
人单位， 建立校企合作模式，分

别有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西峡县内
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任公司、仲
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爱民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福
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牧原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金沙湖国际高尔
夫俱乐部、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
限公司、西峡县众德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河南省西保治材集团有

限公司、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中原智能电梯有限公司等多家
业内知名企业到南阳职业学院
招聘实习人才。

学院致力于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
好”的应用型人才，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学院创建以来，始终把实习
基地建设、职前教育与就业指导、
创业渠道拓展纳入学院整体发展
规划，为学生高薪就业保驾护航。

单独招生 多样选择
一、单独招生的范围、条件

及计划
1.招收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并参加河南省 2019 年普通高考
报名的学生。

2. 招收 2019 年中等职业学
校（含普通中专、职业中专、成人
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应届
毕业生并参加河南省 2019 年对
口升学报名的学生。

二、相关待遇
通过我校单独招生、高技能

人才免试入学被录取的考生，不
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对口升学考试，入学
报到后享受与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录取的新生相同待遇。 未
被录取的考生，仍可参加全国高
校统一招生考试。

三、学校资助体系
国家助学金：符合条件的学

生每年可获得 3000 元的国家助
学金，成绩优秀的还可获得每年
5000 元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和每
年 8000 元的国家奖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到校后可申请到每年不
超过 8000 元的国家无息助学贷
款， 保证不使每位学生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辍学， 学生利用最后一
年或半年带薪顶岗实习即可在毕
业前偿还全部贷款，无任何压力。

勤工助学：学校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充足的勤工助学
岗位，免除学生后顾之忧。

四、报名的时间和方式
报名方式：报考我院单独招

生的考生需在“河南省普通高校
招生考试服务平台”报名，报名
时仅限报我校一所学校和 5 个
志愿专业。

报名网址：http://pzwb.heao.
gov.cn

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9
日 9 时至 22 日 18 时。

领取准考证：在“河南省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服务平台”完成
报名的考生到学院招生就业处
领取准考证，同时将在学院网站
公布符合条件的考生名单。

五、考试
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对口生

分开进行考核，其中普通高中学
生（含社会生）参加文化知识考
试和职业适应性测试，对口生参加
文化知识考试和职业技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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