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学院历史可溯源自公元 1958 年。60 余载风雨历程中，经过不断升级蜕变，整合发展，如今成就为一

所现代化高职院校。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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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现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学院占地面积 503 亩，学生规模

6700 余人，教职工 493 人。学院现有固定资产总值 2.03 亿元，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6500 余万元，学院拥

有实习实训室 109 个，校企共建的校内实习实训基地 4 个，校外实习基地 40 多个，实训教学面积 3.3 万

平方米。学院图书馆藏书 28 万册，电子图书 17 万册。校园建筑总面积 12.3 万平方米，是赤峰市花园单位。

我们的校训：

是我们一直秉承的办学理念。

德艺双馨，精益求精

素质为本，技能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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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在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落成；

2014 年 5 月 22 日，李克强总理到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视察，并提出“享誉内蒙，走向全国”

的殷切期望；2014 年 5 月，学院获批成立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014 年 5 月 30 日，成

立赤峰工业职业教育集团；2014 年 6 月，内蒙古民族工业技师学院挂牌；2016 年 12 月，获批

成立自治区级机械制造技术专家院士工作站；2017 年 5 月，成功举办赤峰市首届工业品博览会；

2018 年 7 月，承办了 2018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智能制造及 3D 打印造

型技术两个赛项的中国区决赛；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通过自治区科技厅验收。学

院现有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 4 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1 人，自治区级技能大师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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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官网：www.cfgy.cn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报考代码：J29

  学院抖音公号：1581349468

     工院风采（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咨询微信号：18648325469

  学院公众号二维码： 

选择以下途径，你可进一步了解学院的方方面面：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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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系

新能源技术与电子信息系

冶金与工业设计系

轻工化工系

建筑工程系

华中智能制造学院
学院设有机械与自动化系、

经济管理系、新能源技术与电

子系、轻工化工系、冶金与工

业设计系、建筑工程系、基础

教学部、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

智能制造学院等九个教学系

（院、部），形成了以智能制造、

财经管理、软件数媒、食药化

工、新能源汽车、建筑装饰为

主体的专业群布局，基本达到

每个专业群均有 1-2 个特色专

业。目前建成自治区级精品课

2 门，自治区级骨干专业 2 个，

院级品牌特色专业 11 个。

院系及专业群布局

  学院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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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类别

普通文科 普通理科 对口升学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招收参加 2021 年普通高

考报名的普通理科、普通文科

考生和技能考试合格的对口中

职考生 ( 包含职业高中、中等

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毕业生 )

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03 数控技术

04 工业机器人技术

05 数字媒体技术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07 大数据技术

08 软件技术

09 电子商务

10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11 新能源汽车技术

12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13 大数据与会计

14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15 民航运输服务

16 分析检验技术

17 药品生产技术

18 食品生物技术

19 药学

20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21 建筑工程技术

2021 年高职蒙授招生专业（J29）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类别

X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招收参加 2021

年普通高考报名的

蒙授理科、文科考

生。

X2 数字媒体技术

X3 大数据技术

X4 大数据与会计

X5 新能源汽车技术

X6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X7 药学

X8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2021 年高职招生专业（J29）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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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公寓：6-8 人间标准，衣

柜、书橱、写字台等配备齐全，公寓

每一楼层设有智能洗衣房、晾衣间。

  校园超市：便利你日常用品所需；

校园浴池全天开放；校园快递服务中

心方便你包裹收发。

  我们的食堂：食堂名叫经馥园，

东南西北中风味俱全，煎炸烹炒煮样

样馥香。就餐环境宽敞、清洁、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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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才艺 + 你的兴趣 = 若干学生社团（读书社、抖音社团、街舞社团、围棋社、摄影协会……），

多姿多彩的社团活动会让你的大学生活无比充实，天天快乐！

  我们的校园为有才艺特长的同学提供广阔的展

示平台：迎新文艺晚会、秋季运动会、校长杯足球联赛、

冬季越野赛、篮球联赛、歌手大赛、 主持人大赛，当

然更少不了各级各类专业技能大赛……有梦你就来，爱

拼就会赢。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CHIFENGGONGYEZHIYEJISHUXUEYUAN

8



学院被评为“赤峰市花园式学校”：有松

柏迎送大道，有绿荫健步长廊；桃李杏果园溢香，

春潮湖书声荡漾；置身校园任何处，风景总是

这边好！

校园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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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就业，无需你找工作，工作会主动找你

学院始终坚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宗旨，走校企合作订单培养之

路。与全国各地 200 多家用人单位建立起良好的人才供求关系，与多家

央企、国企和上市企业确立了长期用工意向，毕业生就业渠道越来越宽，

越来越好。近 5 年来，毕业生数与岗位需求数之比为 1：7 以上，毕业

生就业率均在 90% 以上。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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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企合作
订单班

合作企业 合作专业

1
华中数控
订单班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
有限公司

数控技术

2
遨博机器人
订单班

北京遨博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
技术

3
中芯集成
订单班

中芯集成电路制造
有限公司

电气自动化
技术

4
中普检测检验

订单班
内蒙古中普检验检测

有限公司
食品生物技术

5
腾疆电力
订单班

北京腾疆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热能动力
工程技术

6 宝达订单班
内蒙古宝达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与
试验技术

  选报校企合作订单班，未来就业更精准

为满足企业对新技术、新工艺岗位的人才需求，实现学校精准培养，学生精准就业，学院精选优质专业与知

名企业对接，开设了“2+1”培养模式的校企合作“订单班”。

温馨提示：了解订单企业详情，可百度搜索企业官网。

遨博协作机器人

中谱检测集团

内蒙古宝达汽车校企合作车间

华中数控校企合作车间

中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腾疆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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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升本愿望的同学看过来

为满足毕业生继续提升学历的愿

望，学院与内蒙古农业大学、赤峰

学院、集宁师范学院、内蒙古鸿德

学院等本科院校开展了专升本合

作，打通了财会类、计算机类、食

药化工类、机电类、建筑类等专业

毕业生的专升本通道，为品学兼优

的毕业生提供 20% 的升本机会。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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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助学贷款帮你圆大学梦

◎国家助学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办理。建议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一定要申请，不仅在校期间免除利息，

而且毕业后也可以申请学费代偿。

◎有助学贷款需求的学生，通过户籍所在旗县（市 / 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学生和家长

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本、专科学生每学年申请的贷款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8000 元。主要用

于学生在校期间交纳个人学费和住宿费。

◎初次申请所需材料：盖章的申请表、本人及共同借款人

身份证和高校录取通知书及上述材料复印件；本人及共同借款

人户口簿只需出示，不需复印件；资助中心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你可选择生源地贷款，贷款流程如图所示：

诱人的奖助学金

在校期间，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学年可享受学院奖学金（1000、

700、500）、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国家奖学金（8000）；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可 享 受 国 家 助 学 金（4400、330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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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网站并
注册账户

用户注册
账户登录

录入本人及共
同借款人信息

办理证明材料 签订合同 办理电子回执

在线贷款申请

导出并打印
贷款申请表

网上自助办理

到居（村）委会办理 到县级资助中心办理 到高校资助中心办理     

生源地贷款流程如图所示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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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在籍大学生（男生年龄在 18—24 周

岁，女生年龄在 18—23 周岁）均可报名参军。

  国家实行一年两次征兵制，春季应征报名

时间：年前 12 月至年后 2 月中旬，秋季应征

报名时间：4 月至 8 月中旬。

  对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在籍生，由中

央财政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当年已被高校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入伍后保

留入学资格，退役后享受国家学费减免政策。

  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应征入伍，计顶岗实

习学分，学生正常毕业。

  毕业生入伍前可直报士官，退伍后可享受

升本免试政策。

  应征报名流程：网上报名→初审初检→体

检政审→走访调查→预定新兵→张榜公示→

批准入伍

参
军
报
国 

请
你
关
注

报考服务指南
BAOKAOFUWUZHINAN

15



提示一：要侧重就业选专业。一个好的专业意味着你将来有一个好的就业前景，你在填报志愿时，不

要只凭自己的兴趣选专业，还要看所选专业目前的趋势和将来的发展潜力。

提示二：要结合你未来的就业地域选择专业，因为同一专业在不同地区的用工需求状况不一样。

提示三：如果你有意愿专升本，一定要查实所选专业在你所报的高职校有无专升本通道。

本科所有批次网报志愿结束后，高职高专网报志愿开始。请你于 7 月 25 日后随时登录“内蒙古招生

考试信息网”关注高职高专网报志愿公告。

按时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高职高专网报志愿窗口→输入考生号、密码及验证码→进

入志愿填报页面→输入学院代码（如：J29）、专业代码（如：01、08……）→点击确定→查看专业排名（网

报志愿时间结束前三分钟，专业排名在计划数内，可基本确认能被所报专业录取）。

特别提醒：填报专业志愿前，要登录所报院校官网，查看专业录取原则；所报专业排名在计划数之外时，

要拨通所报院校招生部门咨询电话，了解选报其它专业，入学后能否调整专业（网报志愿期间，赤峰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处咨询电话全天候开机：18648325469—赵老师）。 

选报专业几点提示

 可千万别忘网报志愿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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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极特殊情况，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将会在 8 月 5 日前如期发出，随同打包发出的还有《新生入

学须知》、银行卡、手机卡、家庭困难认定表等。请你保持报名时预留联系电话的畅通，注意查收。

  新生入学报到日，我们的接站大巴将会在赤峰玉龙机场、赤峰高铁站、赤峰南站、赤峰长途汽车

站等你。

让我们相约九月，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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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6—5890311    郑老师：19947169535

0476—5890310    赵老师：18648325469

咨询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