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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启动

2020年康养产业学院招生形式共有两种：普招、单招

一、普招

1.招生对象：参加 2020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成绩过线考生；

2.报名办法：

①报名：填报康养产业学院四个专业方向的考生，可在康养产业学院

报名处登记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信息，确认所报专业方向，确保录

取到本专业方向；

②志愿填报：考生需在 8月 4日 8时—8日 18时高职高专志愿填报期

间，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https://pzwb.heao.gov.cn/
PZService/default.aspx），填报我校志愿。

学校代码：6380
专业代码：健身指导与管理（康复治疗技术方向）70；健身指导与管理

（健康管理方向）70；食品加工技术（营养师方向）38；计算机应用技术（医

师助理方向）48。
3.考生填报志愿时，只需按专业填报即可，无需填报专业方向。学院

会在考生录取后根据考生在学院报名点上登记的专业方向进行编班。

二、单招

1.招生对象：①2020年高招落榜考生（含对口升学落榜生）；②具有高

中毕业或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

2.报名办法

①考生可在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或康养产业学院其他任一报名点预报名；

②高招报名：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必须在规定时间

内（按省招生办通知）到户籍所在地县区招生办参加高招报名（2020年高

招落榜考生无需再次参加高招报名）；

③志愿填报：报名成功后，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省招生办通知）登

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https://pzwb.heao.gov.cn/PZSer⁃
vice/default.aspx）填报学院单招志愿。到学校网站（www.nyca.edu.cn）打印

《单招考试准考证》；

④单招考试：在规定时间内（按准考证通知）到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参加

单招考试。录取后发放《录取通知书》，根据《录取通知书》要求按时报到。

三、报名地点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雪枫校区：南阳市雪枫路与北京路交叉口向西 300

米路南

网址：www.nyca.edu.cn
电话：0377-63393888 63393999 60392677

备注：

1.康养产业学院从 2020 年起开始招生。根据国家康养政策、社会急

需大量康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实际情况，学院与南阳市中心医院、宛城区人

民政府联合为社会培养康养产业技术人才，初步设置四个专业：健身指导

与管理（康复治疗技术方向）、健身指导与管理（健康管理方向）、食品加工

技术（营养师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医师助理方向）。

2.考生填报志愿时，如果选择康养类专业方向，在填报志愿时选择对应

的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考生填报志愿后要与学院取得联系，报备所学方

向。

3.康养类专业方向 2020年 9月还将组织单招，符合报考条件的社会考

生（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力）可在即日起带上身份证、学历证明到学院预报

名，待在户口所在地县区招生办取得高招报名资格后，按全省统一时间到

学院参加单招考试，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4.学生按规定学完全部课程，经考试、考核合格，符合毕业条件，颁发

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毕业证和就业报到证，

享受大学专科毕业生待遇。根据南阳市中

心医院实际需求，择优录用。

5. 除学费外，另收住宿费：400元/年，书

费 600 元/年（多退少补）。2020 年收费标准

如有调整，按照省收费主管部门最终批复标

准执行。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康养产业学院招生报名须知

序号

1
2
3
4

专业名称

健身指导与管理（康复治疗技术方向）

健身指导与管理（健康管理方向）

食品加工技术（营养师方向）

计算机应用技术（医师助理方向）

学制(年)
3
3
3
3

招生计划（人）

40
40
40
40

学费（元/年）

3700
3700
4200
4200

2020年康养产业学院普通专科招生专业一览表

康养产业学院简介
混合所有制教学模式：多主体办学、产教融合、专业共建、

课程共担、教材共编、师资共训、基地共享、人才共育。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康养产业学院是由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南阳市中心医院

和宛城区人民政府三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过充分

沟通、论证，在人才培养、人才交流、就业创业、科技服务、医疗健康等领域全方

位合作共建的一所混合所有制学院。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是南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

学院始终以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为己任，树立“创新、融合、特色、开放”的发

展理念，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创新求发展”发挥专业、人才、科技等特色和优

势，清晰定位、精准发力，不断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质量水

平。目前有两个校区占地共 920亩。在校生 1300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

施先进，办学条件完善。

南阳市中心医院是豫西南地区最早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目前位列

“中国地级城市医院•竞争力 100强”榜单第 54名、“2019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

榜”综合榜第 72名，专业分类齐全，医疗技术和科研力量雄厚，是省内多所医学

类大学的教学实习基地和研究生培养基地，为康养产业学院教学提供了雄厚的

师资力量，也为学生实习实训奠定了坚实基础。

康养产业学院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交通便利、环境幽雅、教学设备齐全。学

院充分发挥三方优势，以南阳农业职业学院优质教育资源为基础，以南阳市中心

医院为依托，围绕宛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机制创新、体制互融，各

方资源有效融合，利用南阳第四中等职业学校完善的教育教学设施合作共建。

学院结合社会康复医疗、健康管理、养老

服务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开设康养及信

息类专业，着力培养社会养老、康复服务

等高素质人才，为我市打响“医圣仲景故

里，健康养生南阳”名片、加快建设具有

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

城市提供有力的健康支撑。

学
校
官
方
微
信

名校名校
实力榜实力榜

南阳招生季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

大公 华 兴）7月 30日，高新

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动员大

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景劲松出席会议并讲话。

景劲松指出，推进高新

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既是

市委市政府落实中央和省关

于深化开发区体制改革的重

要举措，也是推动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以及南阳高质量建

设大城市的现实需要。通过

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新区

成为全市产业集聚、科技创

新的重要动力引擎。高新区

体制机制改革，要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两轮两翼”战

略和“九大专项”工作部署，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

创优势、增实力、补短板工作

方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

心，成为全市创新活动的主

阵地、创新驱动的主引擎、创

新发展的核心区。③4

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革命精神
本报讯（记者范志钦）7月

3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甲坤、刘荣阁带领机关党

员干部到南阳军分区参观南

阳革命军事馆。

近年来，南阳军分区以

军地“双五”活动为载体，紧扣

军民共建深度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广大官

兵和人民群众在军民共建中，

心连心、手拉手，结下了深厚

情谊，收获了累累硕果，构建

了双拥新格局。八一建军节

将至，李甲坤代表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向南阳军分区广大指

战员提前送去节日的问候，并

致以崇高的敬意。随后，市人

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前往

南阳革命军事馆参观。大家

听讲解、看展陈，追寻红色记

忆，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

精神，激发爱国情怀。③4

运用现代金融 助力地方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李华

龄）7月 26日至 31日，南阳市

现代金融与风险防控专题培

训班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永出

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

我市 57 名县市区及市

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

期专题培训。通过学习国家

财政金融政策和发达地区先

进经验，梳理归纳我市金融

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切

实提升我市相关领导干部运

用现代金融知识助力地方经

济发展的能力水平，为进一

步加快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其间，

围绕技术转化与企业孵化、

金融资本和企业上市等，大

家还来到上海交大科技园科

技企业、上海证券交易所进

行了现场教学。③4

抓好重点项目 推进民生工程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张

冬梅）7月 30日上午，副市长

黄钫就车站路下穿新华路、

火车站地下空间利用项目公

建单位征迁，以及卧龙区重

点城建项目规划、征迁方面

难点问题进行现场办公。

黄钫认真听取了车站路

下穿新华路、火车站地下空间

利用项目涉迁公建单位在征

迁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现场协

调有关责任部门与公建单位

进行对接，强调要严格依法征

迁，全力保障涉迁单位职工、

商户的合法权益，加快征迁进

度，确保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关于卧龙区重点城建项目，黄

钫现场明确解决方案，要求加

强沟通协作，创新思路，破解

难题，高质高效推进民生工程

尽快惠及民生，为高质量建设

大城市助力添彩。③4

4县（市、区）10个养猪场已建成，其他在建项目进展迅速，未开工项目蓄势待发—

牧原集团“百场千万”工程铿锵前行

本报记者 范 冰 全媒体记者 柳晓东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盛夏时节，绿荫中

孕育生命，雨声中隐藏希望，位于卧龙区

英庄镇的牧原卧龙 13分场，憨态可掬的

小猪仔们乘坐专门的仔猪转运车从母猪

场来到生长场，住进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培

育，由机器人投食、投水的现代化智能猪

舍，开始它们的成长之路。这里的“保育

舍”“育肥舍”规划科学、设计合理，一排

排白色的屋顶，在耀眼的阳光下更显得

整齐划一、干净清洁，空气中没有异味，

只有鸟儿在树上歌唱……

像以上的装猪投产的场景，随着南

阳市支持牧原集团发展指挥部对“百场

千万”工程项目的强力推动，近期将在

牧原各分公司持续上演着。截至 7月

25日，牧原集团南阳区域“百场千万”

工程已有 4个县（市、区）的 10个场区共

857个单元建成投入运营，已投产的育

肥猪规模为 57.25 万头，母猪规模为

2.11万头。在内乡县，已有 3个场区的

182个单元建设完毕并通过验收，进入

生产运营阶段，已投产育肥猪规模为

10 万头，母猪规模为 0.706 万头；在邓

州市，已有 2个场区的 161个单元建设

完毕并通过验收，进入生产运营阶段，

已投产育肥猪规模为 17.5 万头；在卧

龙区，13分场已整场交付 164个单元，

并将养殖规模由原计划的 15.7万头提

高到了 18.75 万头；在社旗县，共有 4
个场区的 350个单元建设完毕并通过

验收，已投产育肥猪规模为 11 万头，

母猪规模为 1.4万头。

其他在建的牧原集团“百场千万”

项目工地上，塔吊林立，数百台机械往

来穿梭，一派紧张繁忙景象。自第一

批集中开工以来，上千名工人持续奋

战，一座座场房拔地而起，遍布南阳

市各县市区的 31 个已开工的牧原新

型 智 能 化 生 猪 养 殖 场 都 已 规 模 初

具 。 未 开 工 的 39 个 项 目 也 箭 在 弦

上……

支持牧原集团在南阳区域建设“百

场千万”工程，是南阳市委市政府深入

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培

育生猪养殖大企业，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全力支撑南

阳大城市建设，实现牧原集团与南阳经

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

项目实施以来，得到了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关怀和支

持，市直相关部门出台了行业扶持政

策，积极落实要素保障，切实发挥统筹

协调作用，扎实推动项目建设有力有序

开展。牧原集团按照“高效集约利用土

地、快速推动投产达效”的原则，积极高

位谋划部署，专班组织推进。

目标已定，使命必达。“百场千万”

2020 年度项目工程开弓没有回头箭，

增强信心迎难而上。牧原集团保持着

实干争先的新气象、好势头，抢抓政策

机遇，创新发展模式，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到 2020年底“百场千万”工程建设

完成后，南阳将形成年出栏 1000万头

生猪的养殖规模，南阳也将成为全国第

一生猪养殖大市。

“卧龙 13分场项目开始建设以来，

得到卧龙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

牧原人更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卧龙 13分场建设主管陈正霖说。时间

的意义，永远由奋斗者赋予，大家的努

力，必将在牧原集团的发展史上留下深

深的烙印。③4

本报讯 （记者刘力果）7月 30日，

我市召开“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新野专场），

围绕“田园新野梦圆小康”这个主题，就

近年来新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特别

是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通报。

新野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总面积

1062平方公里，辖 15个乡镇街道，270个
行政村和社区，83万人。近年来，该县切

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县域治理“三

起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

策部署，强力实施“两轮两翼”战略，强化

“田园新野”发展理念，突出产业转型、项

目建设、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四个重点，奋

力打造活力新野、田园新野、幸福新野。

围绕强县和富民相统一，聚焦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该县按照市委“两轮两翼”发展要

求，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

向，坚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与新兴产业

培育并重，加快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围绕城市和乡村发展相贯通，聚焦

城乡一体化发展，着力优化区域发展布

局。该县以全域化的视角来谋划城乡

贯通，成功创建为省级园林县城、省级

卫生县城和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

改革和发展相结合，破除瓶颈制

约，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该县深化金财、金源、金茂、金

盛、中牧、淯新砂石等六大平台公司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有力支撑基础设

施建设和产业的培育发展。

围绕补短板强弱项，聚焦“两不愁

三保障”，强力推进脱贫攻坚。该县近

年来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第一民生工程，坚持精准方略和高

质量脱贫，重抓“增收”和“兜底”两大

关键，持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走出了一条平原农业县高

质量脱贫之路。③4

我市召开“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打造活力新野田园新野幸福新野

7 月 30 日上午，方城县人民

法院组织工作人员到革命烈士

杜凤瑞哥哥杜凤嘉的家中走访

慰问，并送去了大米、鸡蛋等慰

问品和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③4
特约记者 程远景 摄

““百场千万百场千万””宏图展宏图展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加油干加油干

慰问杜凤瑞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