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湖南省

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湖南省有色金属

管理局主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全国有

色金属行业第一所政府公办高职院校和“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是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

等院校。2012 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确定为“全

国职工职业技能实训基地”。2014 年被评定

为省文明高校。

学院位于长株潭融城核心区湖南（株洲）

职业教育大学城，按照现代化、生态化、数字

校风： 勤奋   进取   诚信   友善

学风： 勤学苦练      知行合一

校训： 明德笃学    尚技敬业

教风： 爱生爱教    为人师表

区位优势：学院位于中国南方最大的交通枢纽、

中国电力机车摇篮、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国

家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

家金融生态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具

投资价值的城市——株洲。

凝心聚力  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

省部共建

2012 年 8 月 17 日，湖南省人民政

府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签订协议，

共同建设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双方决定在办学经费、师资培养、教学

条件建设完善、科研服务、学生就业等

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省部共建，这是我

院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湖南职教发

展的一件大事、喜事，在为学院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提供更大的空间的同时，

也为湖南职业教育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发

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3 年 10 月 19 日，学院牵头集结中国铝业、江西铜业、湖南有色控股、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深

圳中金岭南、大冶有色集团、金川集团、新疆有色集团等 100 多家国内知名企业、科研院所作为校企合

作单位，涵盖了地质、采矿、矿物加工、冶炼、加工、机械、化工、测量、环保、机电、建筑等专业的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组建了湖南首个区域性职教集团——中南有色金属职业教育集团，实施集团化

办学。集团化办学强化了职业教育与市场人才需求的对接，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了教学资

源共享，实现人才培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2016 年 4 月 22 日， 有 色 金

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

作启动会议在中国有色集团总部隆

重召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在

2015 年底经教育部同意，牵头在

有色行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

试点，并将中国有色集团作为试点

企业。本次会议标志着试点工作进

入到实施阶段。

中南有色金属职业教育集团成立授牌

李友志副省长（前排左一）与陈全训会长（前排左二）签署共建协议

学院与中南有色金属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签署合作协议

中国有色集团与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及其他相关职业院校签约

学院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College

Joint Construction By Hunan Province And The Association Of Non-ferrous Metals

Group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o Global" Strategy

职教集团

“走出去”

湖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共建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化的要求，建有多功能高规格的综合楼、教学

楼、培训楼、实训中心、学生公寓和学生食堂，

以及现代化的校办工厂、图书馆和田径运动场。

学院秉承“明德笃学、尚技敬业”的办学理念，

根据“行业需要，市场需求”的办学原则，走“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之路，牵头组建了有 100

多家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参加的中南有色金

属职教集团，并与 200 多家企事业单位签订了

《校企合作协议》和《高技能人才委托培养意

向书》。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均达到 98% 以上，

被评为省招生就业工作先进高校。

学院鸟瞰图



办学成绩
Achievements Of Running College

Beautiful Campus Environment
优美的校园环境

学生公寓教学楼群

图书馆外景 学生食堂 学院美景



Colorful And Meaningful Campus Culture
缤纷的校园文化

学生会干部

学生国旗仪仗队

学生舞龙队

学生国旗仪仗队

学生礼仪队

学生食堂

学院篮球赛 校园运动会开幕式表演

吉他爱好者

学院社团活动

校园运动会掠影 

学生宿舍 2015 年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联赛在我院举办

参加湖南大中学生乒乓球比赛获奖学生

学生艺术体操队

学生跆拳道协会

艺术体操队

2015 年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我院举办



Individual Admissions Preferential And Incentive Policies

Perfect Scholarship And Financial Aid System

单独招生

单独招生录取原则 

优惠奖励政策

完善的奖、助学金体系

1、报考条件：已参加 2019 年湖南省高考（含对口招生考试）报名的考生。

2、报名时间及方式：3 月 11 日 -3 月 17 日，考生登录湖南省高考招生考试信息管理平台（网址 http://www.

     hneao.cn/ks/）进入单独招生报名子系统进行网上报名；也可以登录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官网

    （www.hnyszy.com.cn），进入主页单击“单独招生”浮动窗口进入报名系统。

3、考试内容：

① 应届普通文、理科考生考试内容：综合测试。

② 体育特长生考试内容：体育测试 + 综合测试。体育测试科目为身体素质测试（100 分）、专项测试（100 分）。

③ 往届考生、对口类考生考试内容：文化考试 + 综合测试，文化考试科目为语文（100 分）、数学（100 分） 

    (往届、对口类考生采用同一套试卷 )。

④ 综合测试满分为100 分，主要考察学生的心理素质、健康素质、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践动手能力等，

     其目的主要测试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倾向。

4、请报名考生携带身份证原件于 3 月 23 日到我院办理现场信息确认，打印准考证。

5、考试地点：文化考试、体育测试及综合测试均在我院进行 ( 湖南职业教育大学城株洲市云龙示范区盘龙路 88 号 )。

6、考生报名时须交单招报名考试费 80 元，考试期间学院给考生免费发放餐券。

7、考试内容及日程安排（单独招生考试由学院自主命题） 

（单独招生代码：14360）

单独招生须知  （详见学院招生信息网招生章程、招生方案）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湘教通〔2019〕50 号《关于做好 2019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

本着“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在省教育厅、教育考试院指导和监

督下进行。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和监督，自觉接受上级领导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录取结果公开，监

督机制公开（监督电话：0731-22713086，22713002）。

1、我院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的考生。我院将根据考生文化考试或体育考试与综合测试的总成绩，按各专业计划数

和专业志愿顺序，分类别按综合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①应届普通文、理科考生：综合分 = 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 /900×200+ 综合测试成绩；②往届、对口类考生：综合分 = 文化考试成绩 + 综合测试成绩；③体

育类考生：综合分 = 体育测试成绩 + 综合测试成绩；其中综合分同分时，按文化成绩排序，文化成绩也同分时，

按文化成绩中的语文、数学成绩排序。

2、根据录取原则，在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时会与考生进行有效沟通，请考生在报名时留下有效联系方式。

3、公示拟录取名单期间接到举报将及时核查并作出处理意见。考生可登陆我院网站 www.hnyszy.com.cn

      及招生信息网或拨打我院招生咨询电话：0731-22713079、22713066、22713033 查询。

4、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和普通高考录取的考生性质完全一样，只是考试形式不同。

5、已被我院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湖南省当年普通高考（含职高对口升学考试）、不能再被其它

高校录取、不能转校学习、不能转专业、特殊情况须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规定在本校当年单招专业

范围内转换。

1、湖南省内高考成绩达到二本录取

控制线的文、理科考生，入学缴费后

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可获得学院

一次性 6000 元奖学金。

2、湖南省内高考成绩达到三

本录取控制线的文、理科考生，入

学缴费后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

可获得学院一次性4000元奖学金。

3、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

以上资格证的考生，入学缴费后凭录

取通知书、身份证，可获得学院一次性

4000 元奖学金。

4、被学院录取的湖南省文、理科考生，总

成绩排名各前 50 名的入学缴费后，凭录取通知书、身份

证均可获得学院一次性 1000 元奖学金。

5、参加省教育厅和省人社厅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获得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对口升学类的考生，入学缴费后凭录

取通知书、身份证、获奖证书及相关依据，分别可获得学院一

次性给予的 3000 元、2000 元、1000 元奖学金。

6、奖学金不直接奖励现金，入学报名时凭录取通知书、身

份证、获奖证书以冲抵学费的方式奖励。以上奖学金不重复奖励，达

到二本和三本线的获奖考生不参与文科、理科前 50 名的排名。奖学金

发放由学院学生工作处负责。

1、在校期间可参评国家奖学金 8000 元 / 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元 / 年，还可参评学院综合奖

学金最高额度 3000 元 / 年、单项奖学金最高额度

800 元 / 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年可享受 2000-

4000 元助学金，同时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新生可持

录取通知书到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局办理生源

地助学贷款，最高每年可贷款 8000 元。

2、学院设有勤工助学中心，专设校园勤工俭学

长期或短期岗位，岗位工资每月 300 元 -600 元，供

学生在校学习之余参与勤工俭学和社会实践，补贴学

生生活费，学院承诺不能让填报我院的贫困生，由于

贫困而辍学。

日   期 考 生 类 别 内     容

应届文、理考生

往届、对口、体育类考生

往届、对口、体育类考生

考生网上报名

公示审核通过的考生名单（见学院招生信息网）

现场确认信息，打印准考证

应届高中生综合测试（100 分）

往届、对口类文化考试：语文（100 分）、 数学（100 分），

体育类考试：身体素质测试（100 分）、专项测试（100 分）

往届、对口类、体育类：综合测试 (100 分 )

公示拟录取名单（见学院招生信息网）补录名单另行公示

邮寄录取通知书

凝心聚力的招生就业团队

3 月 11 日 -3 月 17 日

3 月 21 日

3 月 23 日

3 月 24 日

3 月 24 日上午

3 月 24 日下午

4 月 6 日前

5 月 15 日前



2019 年高职（大专）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
2019 (College) Enroll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Fees

收费标准
（元/年）

收费标准
（元/年）

系部

系部

专 业 名 称

专 业 名 称

主  要  就  业  单  位

主  要  就  业  单  位

2019 年统招对口专业目录表

1、所有专业学制 3 年，文、理、对口兼招。

2、学生住宿费标准：4 人间公寓每人 1200 元 / 年、6 人间公寓每人 1000 元 / 年、6 人间普通宿舍每人 600 元 / 年；

      空调费 4 人间公寓每人 100 元 / 年、6 人间公寓每人 80 元 / 年。

3、严格按照省物价局核定的最新标准收费，最终收费标准以物价部门审批为准。

4、住宿：学生公寓宽带 WI-FI 全覆盖，电脑桌、连体衣柜全新环保，所有公寓均拥有独立阳台、卫生间、空调、电热水器。

5、餐饮：院内有南北两个大食堂、各种小吃店，汇聚了多种风味特色美食，每餐 20 多种菜肴供选择。

6、娱乐：学院建有风景秀丽的山体公园和人工湖，标准塑胶运动场、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学生演艺活动中心。

录取办法
我院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的考生，在录取过程中，我院将与投档考生联系，请考生务必在志愿表中留下有效
联系方式，在录取期间保持通讯畅通，对投档考生体检合格，符合录取条件的，我院承诺投档必录。

注：“■”中央财政支持专业，“▲”进入省一流特色专业群培育项目，“●”院级重点专业。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考生类别 考生类别 考生类别

List of Professional Counterparts

建筑类 机电类
电工

电子类

文秘类
计算机

应用类

商贸类

财会类 旅游类

师范类

服装类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3500

3500

3500

4600

4600

4600

4600

5060

4600

●环境工程技术

●工业分析技术

■矿物加工技术

●工程地质勘查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有色冶金技术

▲储能材料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会计

财务管理

国际商务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数控技术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

金日盛集团、黄金集团、鑫源矿业、新龙矿业、新田岭钨业、湖南水口
山集团、远景钨业、湘东钨矿、闪星锑业

中国能源、金川集团、永清环保、鑫源矿业、鑫裕环保、明珠选矿药剂、
水口山集团、湖南有色新料、江西铜业、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中化蓝天

江西铜业、海螺集团、祥光铜业、新龙矿业、新田岭钨业、水口山集团、
广华矿业、远景钨业、闪星锑业、中化蓝天集团

中联重科、南车电机、中国能源、金川集团、晟通集团、蓝思科技、鑫
科思生物科技、江西铜业、中化蓝天集团

金诚信 ( 可国外就业年薪不低于 25 万 )、江西铜业、金日盛集团、黄金
集团、鑫源矿业、新龙矿业、新田岭钨业、水口山集团、广华矿业、远
景钨业、闪星锑业、平铜矿业

湖南有色研究院、五矿稀土、中铝稀土、亚洲铝业、深圳中金岭南、新疆电力、
湖南稀土新能源材料公司、宁波博威、汨罗恒峰新材、岱勒新材

五矿铜业、湖南有色研究院、金川集团、金田铜业、江西铜业、祥光铜业、
株洲精工、湖南稀土能源、亚洲铝业、深圳中金岭南、金龙集团、湖南
有色控股

五矿长沙矿冶研究院、中车时代电动、湘电集团、湘潭电化集团、杉杉集团、
桑顿新能源、湖南妙盛动力、南孚电池、深圳宝安集团、中国锂源动力集团、
中航锂电、厦门钨业、比亚迪、株洲北汽、华为、OPPO

湖南建工集团、株洲点石装饰、柠檬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株洲星
空装饰、憬奕装饰

中国能源、二十三冶、水电八局、中国核工业二三建、广东十六冶、涟
邵建工、江西火电、湖南兴华、辽宁煤建集团

中国能源、二十三冶、水电八局、广东十六冶、涟邵建工、江西火电、   
株洲华信监理、湖南兴华建设、辽宁煤建集团、湖南建业管理咨询

湖南有色控股、黄金集团、江铜集团、中国能源建设、中国人保、富兴集团、
湖南赋安、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等

湖南有色控股、黄金集团、江铜集团、大汉集团、唐人神集团、株洲市
聚力电子、领地财富、千金药业、株洲云辉服饰、湖南湘龙芙蓉服饰

中国五矿、中国中车集团、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辰州矿业、广州顺
铭五金有限公司、深圳市华球五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鸿航集团、鑫辉
钢铁集团

中国能源、湖南地质测绘、湖南地质勘探、二十三冶、水电八局、株洲
高新火电、株洲桥梁、涟邵建工、江西火电、江西中核测绘院、辽宁煤建、
南方测绘、上海德佑

株硬集团、株冶集团、北汽集团、南方航空工业、人本集团、三一集团、

浙江双环传动、鸿准模具、有色重机、人本集团、广汽菲亚特、山河智能

中车集团、北汽集团、晟通集团、三一集团、大连船舶、南方航空工业、

天桥起重、比亚迪汽车、上海大众、华鸿集团、山河智能、广汽菲亚特

中车集团、南车电机、北汽集团、株齿集团、深圳中金岭南、晟通集团、

海螺集团、海尔集团、上海大众、有色重机、金田集团、宏旺集团

（产教融合班）

上海大众、衡阳镭目科技、北京汽车、金诚信矿业建设集团、美的集团、

中车集团、中联重科、株硬集团、比亚迪汽车、广汽菲亚特、三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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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是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第一所

由政府公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创

办于 1953 年，所开设的专业独具特色，

金属矿与非金属矿开采、矿物加工、冶

金、地质、材料等专业更是独树一帜，

所有专业紧贴市场和企业需求。学院确

立了“以素质为主线，以能力为核心”

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课程体系兼顾文

化素质、专业基础、职业技能认证、职

业素质拓展，推行理实一体和工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几年来，我院学生

在各类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国家级、省

级奖项、全国有色行业奖项 100 余项。

2013 年 -2018 年连续五年获得湖南

省教育厅技能抽查优秀。用人单位对毕

业生满意率为 98% 以上。

湖南有色金属行业 2017 年毕业生供需见面会、校园招聘会在我院隆重举行。中国五矿、中铝、中车、江铜、

中化蓝天等大型企业及其下属子企等 300 余家有色金属行业骨干企业参会，为 2017 届 2000 多毕业生提供了

5000 多个岗位。60 多家大企业在此次招聘会上与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毕业生供不应求，部分入场招聘大企业

趁机抢先与 2018 届毕业生签订了顶岗实习合同。

庆祝建院暨推进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大会现场

学院与湖南九方焊接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

学院与五矿铜业（湖南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毕业生风采
近几年我院毕业生就业率均保持在 98% 以上。学院与全国 200 多家企事业单位签订了

《校企合作协议》和《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委托培养意向书》。

孙益栋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专业，2014 年毕业。北京凡城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年薪 25 万。
毕业感言：大学的绚丽和多彩是我们用一生的时
间所不能忘却的。

卢当福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技术，2018 年毕业。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
公司，安全管理员兼
党务主办。
年薪 10 万。

刘娜娜
工程造价专业，2014 年毕业。江西火电建筑公司，
造价员。年薪 15 万。
毕业感言：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母校
真心谢谢您！

吴昌睿
建筑工程技术，2014
年毕业。
江西火电建设公司，建
筑施工员。
年薪 12 万。

龚  进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专业，2018 年毕业。
中国航发南方集团有限
公司，生产操作主操。
年薪 9 万。

周竹明
矿 山 地 质 专 业，2013
年毕业。
湖南二一四地质勘探
局，地质勘探技术员。
年薪 14 万。

何竹军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
技术，2014 年毕业。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
限公司，会泽矿业分
公司技术组组长、兼
团支部书记。
年薪 20 万。

刘伟军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2010 年毕业。金诚信北京
分公司，兰陵项目部设备主管。
年薪 20 万。
毕业感言：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将以我为荣。

姚  境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专业，中铝瑞闽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操作主操。年薪 12 万。
毕业感言：是您让学生时代的我充满知识的利器，
让我没有迷失在社会这条大河中。

李思敏
工业分析技术专业，
2016 年毕业。江铜集
团贵溪冶炼厂中心化验
室。年薪 10 万。

吴扬名
选矿技术专业，2016
年毕业。
株洲县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委员会，党建网
格专干。
年薪 12 万。

吴兴友
有色冶金技术专业，
2014 年毕业。
广西金川集团，化验
员。年薪 12 万。

刘  日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
技 术 专 业，2013 年
毕业。
浙江绍兴铜矿公司，
班组长。年薪 12 万。

周  广
工程造价专业，2015
年毕业。
广州憬奕装饰设计工
程公司，预算员。
年薪 12 万。

刘继波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
技术专业，2016 年毕
业。金诚信赞比亚公
司，年薪 50 万。

张  立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
业，2010 年毕业。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株洲售后服务站站长。
年薪 24 万。

伍泽载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2014 年毕业。
江西火电建筑公司，
建筑施工员。
年薪 14 万。

谌林康
有色冶金技术专业，
2015 年毕业。
湖南晟通集团集控，
运行技术员。
年薪 10 万。

高慧敏
工业分析技术专业，
2014 年毕业。
中金岭南丹霞冶炼厂，
化验员。
年薪 12 万。

李  攀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
术专业，2015 年毕业。
浙江嘉钛金属公司，
超塑成型技术员。
年薪 13 万。

谷恩龙
矿物加工技术专业，
2015 年毕业。
中化蓝天郴州基地鑫
源矿业有限公司，设
备管理员。年薪 10 万。

易  晴
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
业，2018 年毕业。
湖南雪宝装饰建材有限
公司，人事专员。
年薪 8 万。

Style of Graduates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洪  黎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2014 年毕业。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
份公司，生产线线长。
年薪 15 万。

蒲江东
选矿技术专业，2016
年毕业。
青海省第六地质矿产勘
查院，选矿技术员。
年薪 16 万。



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由文化素质模块、专业基础模块、专业技术与职业

认证模块和职业领域拓展模块组成，做到了就业导向与可持续发

展兼顾，满足标准与凝聚特色兼顾。

学院推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课时占总学时

50% 以上，安排了一学期顶岗实习。坚持理实一体化教学，与企

业合作共同研发课程和教材，聘请企业专家全程参与专业建设。

学院领导考察株洲天一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学院领导看望江铜集团实习就业的学生

分析实训室

稀土火法实验室

冶金实训室

机电实训中心

学生使用金相显微镜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实训室

学院领导看望宁波金田铜业集团就业的学生

老师看望山东宏旺集团就业的学生

湖南有色重机就业的学生

学院领导考察广西金川集团

用人单位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

学院领导考察中铝集团 老师看望丹霞冶炼集团就业的学生

湖南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实习学生



有色冶金技术

主要课程：冶金原理、铜冶炼、铅冶炼、锌

冶炼、铝冶炼、贵金属冶炼、稀有金属冶炼。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冶金、化工、材料

加工、环境保护等相关企业从事生产技术、工艺管理、

质量监控等岗位工作，随着冶金行业的发展，没有

纯粹的体力劳动，都是“键盘”冶炼，在主控室操

作，劳动强度低，工作环境好。毕业三年后工资普

遍在 6000-8000 元。典型就业企业：中国五矿集团、

中国铝业、中国黄金集团，知名企业有：株冶集团、

江西铜业、中化蓝天集团、水口山有色集团、五矿

铜业、中金岭南、金川公司、晟通科技集团等。

专业特色：冶金工业是指对金属矿物的冶炼以

及加工制成金属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力、交通、建

筑、机械、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

为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原材料 ,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

基础。本专业是教育部、财政部专业服务产业能力

重点建设专业，也是学院的特色和示范专业，建有

国内领先的数字仿真和虚拟仿真实训室，建有行业

领先的火法冶金和湿法冶金实训室，不仅承担学生

的校内实训，还能承担企业的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

培训、技能鉴定和员工培训等等。

职业资格证书：火法冶炼工、稀土冶炼工、湿

法冶炼工国家职业资格中、高级等级证。

冶金材料系专业介绍

储能材料技术

主要课程：先进锂离子电池材料、先进锂离子电池、

动力电池及能源管理、储能材料生产过程控制、传感

器与自动化仪表、机械制图、AutoCAD、金工实习、

储能材料工艺设计、储能材料认识实习。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

体及正负极材料、 锂离子电芯及电池等储能材料行业

从事生产制造、工艺设计、生产 / 品质管理、设备操

作与维护、质量检测等工作，本专业实训条件建设完

备，配备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储能材料及电池制备

包括锂离子电池材料及前驱体制备、锂电池设计与制

作、锂电材料性能检测等 7 个实训室。拥有一支由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授、博士、副教授和硕士组成

的教学团队，具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和很深的储能材料

行业背景 , 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 , 先进的教育教学理

念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就业供不应求，毕业后初

次就业待遇在 5000-10000 元 / 月。

培养模式：本专业围绕“产教融合”的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到教学过程的实施

均坚持校企“双主体”的原则，培养全过程均有企业

参与。与企业共建资源共享平台，双方共同组建实训室；

课程的设置及教材的开发由校企共同完成；校内教师

与企业技术人员开展定期交流活动，采用教师以及企

业技术人员兼职上课的形式实现老师与师傅的合一；

在完善专业课程建设的同时，邀请行业、企业人员开

展校内讲座和培训，将企业项目化管理、标准化管理

引入课堂，加强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培养学

生的职业素养。

专业特色：我国自“十五”至“十三五”期间

陆续出台了包括《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等多项政策和文件，大力支持和扶持储能材

料等新能源材料产业并作为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国家

“863”和“973”计划中均有把“大力发展动力锂离

子电池产业”作为重大资助项目。以锂电池产业为代杨庆山教授在孟加拉国技术援助

学生在金相实验室做实验

冶金材料系学生在 2016 年全国技能大赛中获奖学生合影

锂电池生产车间

系部风采
Style of Department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主要课程：机械制图、机械基础、电子电工、金

属材料学、热处理原理及工艺、热处理车间设备、金

属塑性加工、粉末冶金原理等，同时还包括安排在不

同学期的金工实习、课程设计、生产实习等相关实习

环节。

就业方向：可到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从事质量控制等

技术工作。面向中国五矿集团、株洲硬质合金集团、中

国铝业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甘肃金川集团等央企或大

型国有企业，在航空航天、汽车、新材料、机械制造业

及相关行业企业从事金属材料、热处理、粉末冶金等生

产调度、工艺开发、设备安装与维护、基层管理、材料

检验分析、故障检测与处理等岗位工作。同时也可进入

相关企业的安全技术管理及技术经济分析工作；材料加

工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从事材料相关的市场营销工作。

专业特色：教育部、财政部重点建设专业。本专

业拥有中央财政项目支持建设的实训基地，配备了国

内先进水平的金属材料热处理实训室、材料加工制备

中心、材料性能诊断实训室、金相检测实训室等 10 个

实训室。与中国铝业、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集团、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等 20 余家国有大中

型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师资力量雄厚 , 拥有一

支由教授、副教授、博士和硕士组成的教学团队，具

有深厚的学历背景 , 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 先进的教育

教学理念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毕业生供不应求，

毕业后待遇在 4500-7000 元 / 月。

职业资格证书：金属热处理工、粉末冶金工国家

职业资格中、高级等级证。

表的储能材料及电池行业近10年来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产业规模达到几千亿，未来十年内将会达到数万亿的规

模，人才需求缺口巨大。为此，我院作为申报单位向教

育部申请新增设储能材料技术专业，获得教育部专家的

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并成功申报本专业，我院作为该专

业的全国首批开设学校通过与行业知名企业合作建立

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示范专业和

学院的优势与特色专业，服务于以锂电池为代表的储能

材料行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职业资格证书：锂离子蓄电池制造工、湿法冶炼工、

火法冶炼工。



数控技术

主要课程：机械制图、CAD/CAM 应用、

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电工原理、液压与气动

传动、MasterCAM、数控机床电气控制、车

间管理等。

就业方向：数控操作与编程人员，数控设备

的调试与维护及生产现场技术人员，也可在企事

业单位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经营、管理工作。

专业特色：学院重点建设专业，拥有国际较

先进的“教、学、做”一体化数控仿真机房、数

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等实验实训设备。教学团

队中教授 3 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3 名，且多数

教师拥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毕业生就业非常

抢手，初始薪金待遇可达 4000—6000 元 / 月。

职业资格证书：数控车床操作工、数控铣工

等国家职业资格中、高级等级证。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主要课程：C# 编程技术、WinForm 技术应用、

SQLSERVER 数据库开发、物联网识别技术、ASP.

NTE 开发技术、嵌入式操作系统和 C 语言、物联网

传感技术、Android 平台应用、JQuery 技术应用。

就业方向：主要从事物联网应用软件的开发、物联

网工程布线、智能家居、智能制造、智能电子商务、工

业智能化、智慧农业、智能家居、嵌入式开发、通信工

程与网络工程等。

专业特色：物联网是国家新兴战略新产业之一，国

家高度重视物联网产业的发展，人才需求量大。物联网

应用技术专业培养掌握与物联网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

智能控制技术

主要课程：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电机及拖动系统、

自动检测与转换技术、工厂电气控制设备、PLC 应用技术、

自动化产品营销、智能化仪器及应用、智能检测传感技术、

小型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智能传感网络实施、液压与气动、

3D 智能打印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

就业方向：从事智能控制系统设备的装配、调试、运

行、维护，智能工控设备营销与售后技术服务，智能生产

设备的操作，智能电气控制设备的装配，工控设备程序设

计，自动化控制设备维修等工作。

专业特色：本专业面向先进装备制造、轨道交通、

钢铁、石化、林产、轻工、汽车、物流、能源、现代农业、

银行、证券等领域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职业证书：维修电工、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等国家

职业资格中、高级等级证。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主要课程：机械设计制图、电工与电子技术、液压

与传动、机械制造设备、自动控制系统、现代控制工程、

3D 打印技术、工业机器人控制技术、传感器与检测等。

就业方向：从事机电一体化生产线及自动化机械运

行、维护、管理、技术改造等工作；在机械制造、汽车

制造业从事设计、加工工艺编程以及机械设备的使用、

调试及维护和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工作。

专业特色：学院重点建设专业，拥有以机器人、3D

打印机为代表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教、学、做”一

体化实训室，以 5 名教授组成优秀教学团队为师资保障，

牵手国内、外大型名企，就业稳定质优。毕业生就业率

为 100%。初始薪金待遇可达 4000-6000 元 / 月。

职业资格证书：车工、维修电工、机修钳工、装配

钳工、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等国家职业资格中、高级等

级证。

技能大赛

系部教师风采

学生上机课 户外拓展活动 

数控加工车间

企业实习

机电工程系专业介绍

系部风采
Style of Department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主要课程：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机械设计基础、电工电

子技术、先进制造技术、CAD/CAM 基础、工业机器人控制

技术、材料成型设备及方法、焊接方法与操作技术、金属

材料焊接工艺制定、焊接质量检测技术等。

就业方向：可在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模具、

材料成型等加工企业从事生产与经营管理，也可从事结

构工艺设计、自动化焊接操作等技术性工作。

专业特色：学院重点建设专业，拥有工业机器人、

自动化切割设备、X 射线探伤设备和 3D 打印机等国内最

先进的实验与实训设备。教学团队中有教授 2 名、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3 名。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到校争抢毕业生，毕业

生就业率为 100%，每人至少有 10 家以上企业 20 个岗位供其

选择。就业待遇优，初始薪金就可达到 4500—6500 元 / 月。

职业资格证书：焊工国家职业资格中、高级等级证。CWI( 美国

焊接协会 AWS 认证 )、国际焊接技师。

社科基础知识和计算机科学基础理论，系统掌握物联

网专业的基础知识及应用知识，具备计算思维以及运

用先进的工程化方法、技术和工具从事物联网应用系

统（尤其是其中的软件系统）的系统分析、设计、开发、

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能力，具备物联网工程实践和管理

的初步经验，以及良好的外语运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毕业后成为能适应技术进步和

社会需求变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物联网产业高级

( 高端 ) 人才 , 本专业面向先进制造业、电子商务、智

能家居、智能城市、智能穿戴、工业智能化等领域培

养高技能复合型人才。

职业资格证书：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中级、高级

计算机专业人才等级证书。



财务管理
主要课程：会计基础、财务会计、会计信息

化、成本计算与管理、企业纳税实务、ERP 原

理与应用等课程。

就业方向：可从事出纳、会计核算、财务预

算、财务分析、成本管理、筹资管理、投资管理、

资金管理、财务控制、财务资询、税务筹划等岗

位工作；总账报表会计、会计主管、财务经理、

财务总监等岗位群的统筹性工作。

职业资格证书：会计证、助理会计师、会计

师、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审计师、理财规

划师、注册评估师。

会计
主要课程：基础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

中级财务会计、财政与金融、财务软件等。

就业方向：可在企事业单位、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从

事出纳、会计、审计、微机录入、电算化会计系统的维护及

信贷、计划或统计、文秘、产品营销、会计核算、审计业务、

会计咨询和服务工作。

专业特色：现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5 人，专职教师 6 人，

均为双师型教师。现建有会计电算化实训室、会计手工实训室。

职业资格证书：会计证、助理会计师、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审计师、理财规划师、注册评估师。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主要课程：测量学基础、测绘 AutoCAD、

GPS 定位技术、地理信息基础、数据库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开发与设计、数字测图等。

就业方向：面向测绘、水利水电、道路、桥梁、

地矿、城镇规划、市政建设、工业与民用建筑、

国土资源管理等部门从事测量工程设计，也可

从事地理信息系统有关软件的应用开发、生产

管理等工作。

工程造价

主要课程：建筑工程经济、建筑设备安装工艺与识

图、建筑施工工艺、建筑工程预算、安装工程预算、工

程造价控制、工程测量清单计价实务等。　　

就业方向：可在工程造价主管部门、施工企业、建

设单位，监理、招标、工程造价咨询中介等部门从事建筑、

建筑装饰、安装、市政、园林绿化等工程造价及相关报

告的编制等工作。

专业特色：学院重点建设专业，是我省较早开设工

程造价专业的高职院校之一，教学团队中教授 2 名，高

级工程师、副教授 6 人，拥有全国注册造价师 3 人，全

国造价员 10 人，校内建有建筑模型实训室、造价手工

实训室、工程造价软件实训室（包括广联达、斯维尔造

价软件）、建筑测量实训基地等。

职业资格证书：建筑、装饰工程造价员、成本控制员、

资料员、造价工程师、咨询工程师、一级建造师等证书。

国际商务

主要课程：国际商务英语、商务英语视听说、

外贸函电、国际商务单证、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国际商务谈判、财务管理、国际商务英语口语、国

际物流实务、商务翻译、国际经济法、国际金融等。　　

就业方向：国际商务专业技术性较强，毕业生

可以在相关行业及部门，从事国际电子商务、国际

贸易实务、国际商务管理以及国际物流等其他相关

工作。比如：国际市场开拓专员、国际商务业务专员、

国际市场营销专员、国际物流专员、国际商务制单

员、国际商务报关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

单证员、国际商务谈判专员、国际商务代表、国际

会展专员、国际商务师、驻外商务代表、国际商场

管理人员、国际电子商务师、ECCEO 高级工程师、

涉外初级翻译等。

专业特色：学院重点建设专业，副教授 2 名，

讲师 10 名，建有国际商务业务综合实训室、数字

语音室、商务谈判实训室、国际电商综合平台，设

有可供学生进行专业技能实训实习的基地 2 个。

职业资格证书：初级翻译证书、国际商务业务

员资格证、国际商务单证员、ECCEO 国际职业技

能力证书等。

建工系男子篮球队获得学院一等奖 建工系湘江徒步活动

建工管理系专业介绍

系部风采
Style of Department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主要课程：装饰施工技术、建筑工程施工组织

与管理、3DMAX、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招投标

与合同管理、建筑装饰质量检验与检测、房屋建筑

学、建筑装饰设计等。

就业岗位：装饰设计师、施工员、招标员、资

料员、监理员、质检员、安全员。

职业资格证书：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

料员、资料员、标准员、国家一、二级注册建造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等职业资格证书。

建筑工程技术

主要课程：房屋建筑学、工程测量、建筑结构、建

筑施工技术、建筑装饰装修施工、建筑设备工程、工程

监理、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等。

就业方向：可在企事业单位及建筑施工企业、房地

产开发公司、建筑设计院、工程监理公司、建筑装修公

司从事施工现场技术与管理、测量、工程安全、绘图、

材料检测、工程监理、装修施工等工作。

专业特色：学院重点建设专业，教授 2 名，高级工

程师、副教授 6 人，建有建材实训室、测量实训室、制

图识图实训室、砌筑钢筋实训室，设有可供学生进行专

业技能实训实习的基地 12 个。

职业资格证书：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

测量员、资料员、标准员、国家一、二级注册建造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等职业资格证书。

专业特色：省级重点建设专业，2012 年第三届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学生职业技能竞赛三等奖，2013 年湖南省职

业院校技能竞赛三等奖，2014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三等奖，2015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二等奖，2016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三等奖，2018 年第九届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院校矿山测量技能竞赛二等奖，2018 年

测量技术国际大赛一等奖，2019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三等奖。

职业资格证书：软件工程师、GIS 工程师（全国信息化工程师二级）、测绘工程师、注册测绘师。

建工管理系联谊晚会

测量专业实习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测绘专业）
团体二等奖



学历提升

2018 年 2 月 2 日，湖南有色金属产业转

型升级推进会在长沙举行。会上，院长谭骁彧

代表学院与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我院将聘请中南

大学教授、学者担任客座教授，来学院讲授专

业课程；中南大学每年拿出适量指标接受我院

符合条件毕业生的全日制专升本的录取。

Academic Promotion
系部风采
Style of Department

2019 年学院全日制专升本专业对接
序号 学 院 专 业 对 接 学 校 对 接 专 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矿物加工技术

工业分析技术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稀土材料方向）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会计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环境地质工程

矿山地质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

矿物加工技术

有色冶金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数控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中南大学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

人文科技学院

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财务管理

能源与动力工程

安全工程

安全工程

安全工程

安全工程

安全工程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工程造价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咨询及答疑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机
电
工
程
系

建
工
管
理
系

资
源
环
境
系

冶
金
材
料
系

负责老师 负责老师QQ QQ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

工程地质勘查

矿物加工技术

工业分析技术

环境工程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

数控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储能材料技术

有色冶金技术

财务管理

会计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国际商务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沈老师

李老师

曾老师

伍老师

张老师

郑老师

彭老师

朱老师

肖老师

陈老师

张老师

谢老师

贾老师

王老师

丁老师

唐老师

欧老师

佘老师

晏老师

邹老师

281405422

463016874

258296671

2653189738

422351986

46076099

434928600

280459673

1429611979

568887706

77928432

2374883290

283731856

371123956

635112851

370384388

8699074

304280925

283614058

157246809

18182058016

18182058020

13365815860

15273330619

18173347026

13365814039

15886312330

15874835824

15307324471

18169336071

13203361917

13975108816

15116053026

18075745009

15973333289

18175846690

18974124220

18166100427

15243695252

18675619620

金诚信赞比亚矿业公司专家与就业学生合影

资源环境系专业介绍

工业分析技术
主要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及实验、

仪器分析、电化学分析、色谱分析、光学分析、分析检

验质量保证与计量认证、化工安全技术、环境监测、食

品分析、药品分析等。

就业方向：面向外贸、商检、环保、石油、医药、冶金、

地质、建材、食品、纺织、化妆品等行业从事分析检验、

产品质量监控、环境监测及实验室的组织管理等工作。

专业特色：分析教研室现有副教授 3 名，高级技师 3 

名。目前，建有原子吸收、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极谱、

电化学工作站等仪器分析室以及化学分析、有机和无机分

析等实验（训）室。承担省内本专业的技能等级鉴定工作。

职业资格证书：化学分析工、化学检验工国家职业

资格中、高级等级证、环境影响评价师、注册环评师。

工程地质勘查
主要课程：普通地质、水文地质、构造地质、理论

力学、AUTOCAD、钻探工程、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工程地质、地质工程勘察原理等。

就业面向：从事地质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地质调查、古遗迹的发掘与保护等工作。

专业特色：地质专业教学团队现有教授 1 人，副高

职称 5 人。目前校内建有岩矿标本、岩芯编录、力学和

岩矿分析实验（训）室。历年来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荣获个人一、二、三等奖和团体二、三等奖。

职业资格证书：注册安全工程师、建造师、地质编

录工程师、测量工程师。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
主要课程：岩石力学、井巷设计与施工、工程爆破、

矿井通风与防尘、金属矿地下开采技术、露天矿开采技术等。

就业方向：面向矿山、公路、铁路、水利水电、民

用拆除等邻域从事咨询、设计、施工、管理、监理等工作。

专业特色：教授、副教授各 2 名，已建有校外矿业

工程实习基地 6 家，校内有数字化矿山教学软件实训室、

矿井通风和提升运输仿真实验（训）室以及岩矿标本、

力学和岩矿分析实验（训）室等，学院重点建设专业。

职业资格证书：注册安全工程师、建造师、监理工

程师、安全工程师等。

环境工程技术
主要课程：环境工程原理、分析化学、环境微生物、

环境工程 CAD、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水污染控制工程、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噪声污染控制工程、土壤污

染修复技术、给水排水工程、环境土建工程、环保设备设

计与应用、环境监测、环境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环境

影响评价、清洁生产、环境风险应急技术等。

就业方向：工业企业、政府环保职能部门及设计、

咨询公司，具体从事企事业单位污染治理设施、设备的

运营、调试、维护、管理工作以及环境监测、环境管理

等工作；水处理运营企业从事水处理设施的运营、调试、

维护以及水质分析、环境管理等工作；环境工程公司从

事环境污染治理工程设计、施工、调试、运营等工作。

专业特色：采用全新的教育理念，加强产教融合，

实施“双证融入”办学方式，具体是指将“污水处理工”

和“化学分析工”职业资格标准融入专业核心课程中。

鉴于加强分析检测模块的要求，将“化学分析工”培训

作为必修环节，此外考虑到专业的延展性引入“三废处

理工”，“三废处理工”和“污水处理工”可根据就业

情况与学生需求开展其中之一，其培训作为必修环节。

职业资格证书：环境影响评价师、注册环评师、注

册安全工程师、建造师、监理员、施工员。

矿物加工技术
主要课程：重力选矿、浮游选矿、磁电选矿、选矿

厂生产管理、选矿厂设计、矿物加工机械、矿物质量检测、

选矿研究方法等。

就业方向：从事矿物加工、矿物材料等领域的技术

与管理，以及环保部门和矿物质检验部门工作等。

专业特色：矿物加工技术团队拥有博士 2 人，副高

以上   6 人；历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荣获团体二等奖、

三等奖；建有全自动仿真校内实训、多个专业校内实训

资源环境系学生参加湖南省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室 和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的 校 外 实

训基地等。

职 业 资 格

证书：注册环评

师、注册安全工

程师、建造师、

选矿操作工、国

家职业资格中高

级等级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