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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2019〕528号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布河南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和 

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

局、发展改革委，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技师学院、技工学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

财政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实施河南省高水平中等

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工程的通知》（教职成〔2019〕408 号）和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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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河南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的通

知》（教职成〔2019〕409 号）的要求，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以下简称“省直四部门”）

组织开展了河南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遴选

工作，经学校申报、各地（有关部门）推荐、专家综合评审、公

示等环节，现将河南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

立项建设单位名单及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立项建设名单 

河南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分为两类，

分别为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项目和高水平专业群项目。 

（一）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项目。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等 68

所学校进行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项目立项建设（具体名单见附件）。 

（二）高水平专业群项目。河南省工业学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群

等 98个专业群进行高水平专业群项目立项建设（具体名单见附件）。 

二、项目建设有关要求 

各立项建设项目的所在学校，要按照省直四部门《关于实施

河南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工程的通知》（教职成

〔2019〕408 号）要求，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项目《建设实施方案》的研究、论证工作。为提

高项目《建设实施方案》的编写质量和水平，省直四部门将在省

财政奖补资金下达后，组织召开项目《建设实施方案》编写工作

说明会，说明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另行通知。各立项建设

项目的所在学校，要在此说明会之前先行组织项目《建设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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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研究、论证工作，在说明会后编制正式的《建设实施方案》。 

（二）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的管理。项目所在学校和主管部门

要严格按照省直四部门的相关要求，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的筹集、

管理与绩效考核。项目资金使用中有下列行为者，省直四部门将

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限期整改、终止项目等处理：编报虚假

预算，套取财政资金；项目执行不力，未开展实质性建设；未经

报备、擅自调整批复的建设实施方案内容；项目经费使用不符合

财务制度规定；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三）项目建设的动态管理。建设期间，省直四部门将依据

各学校备案的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对项目建设工作进行绩效

评价，达不到项目建设目标的，将终止项目建设。 

 

附件：河南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工程立项建设 

项目名单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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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南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工程 

立项建设项目名单 

 

一、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项目（68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1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2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3 郑州市金融学校 

4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5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6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7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 

8 开封市卫生学校 

9 开封技师学院 

10 洛阳幼儿师范学校 

11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12 栾川县中等职业学校 

13 平顶山技师学院 

14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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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16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7 淇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8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19 获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 新乡技师学院 

21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 

22 濮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3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24 濮阳技师学院 

25 许昌科技学校 

26 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27 许昌技师学院 

28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29 漯河市食品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30 漯河技师学院 

31 灵宝市中等专业学校 

32 南阳工业学校 

33 镇平县工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 

34 社旗县中等职业学校 

35 南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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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睢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37 柘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38 商丘技师学院 

39 新县职业高级中学 

40 信阳航空服务学校 

41 周口海燕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42 周口市联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43 周口市高级技工学校 

44 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45 驻马店农业学校 

46 正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47 泌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48 驻马店技师学院 

49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0 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51 固始县世纪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2 新蔡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53 河南省工业学校 

54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 

55 河南省经济技术中等职业学校 

56 河南信息工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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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58 河南省外贸学校 

59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60 河南省幼儿师范学校 

61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62 河南省财经学校 

63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 

64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65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66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67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68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二、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群项目（98 个）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 

1 河南省工业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2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 铁道信号 

3 河南省经济技术中等职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4 河南信息工程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 

5 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 护理 

6 河南省外贸学校 电子商务 

7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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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 计算机应用 

9 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 平面媒体印刷技术 

10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会计 

11 河南省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12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13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电子商务 

14 河南省财经学校 美术设计与制作 

15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物联网技术应用 

16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17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 无人机操控与维修 

18 河南辅读中等职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19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化工工艺 

20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健康服务与管理 

21 河南工业技师学院 服装设计与制作 

22 河南省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23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 煤矿技术 

24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 

25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26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服装设计与工艺 

27 郑州市财贸学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28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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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郑州市金融学校 会计电算化 

30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电子商务 

31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烹饪 

32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饭店（酒店）服务 

33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34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35 开封市卫生学校 护理 

36 开封市中医药学校 护理 

37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38 开封电子科技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39 开封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 

40 洛阳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41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 中医 

42 栾川县中等职业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 

43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机械制造技术 

44 平顶山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45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46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47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电子商务 

48 淇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 

49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数控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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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获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51 辉县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52 新乡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 

53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54 博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 

55 焦作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 

56 濮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57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 

58 濮阳技师学院 美容美发与造型 

59 许昌科技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60 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61 许昌技术经济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62 许昌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63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64 漯河市食品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农产品保鲜与加工 

65 漯河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66 灵宝市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67 灵宝高级技工学校 形象设计 

68 南阳工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69 镇平县工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 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 

70 方城县中等职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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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社旗县中等职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72 内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73 南阳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 

74 睢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数控技术应用 

75 柘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机电技术应用 

76 夏邑孔祖中等专业学校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77 商丘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 

78 潢川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79 信阳建筑工程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80 信阳市第六职业高级中学 计算机应用 

81 信阳航空服务学校 航空服务 

82 新县职业高级中学 设施农业生产技术 

83 罗山县中等职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84 周口海燕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85 周口市联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制造与检修 

86 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87 周口市高级技工学校 幼儿教育 

88 驻马店农业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 

89 正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90 泌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 

91 驻马店技师学院 园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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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 

93 巩义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94 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 

95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市场营销 

96 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护理 

97 固始县世纪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商务 

98 新蔡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教育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19 年 7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