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南 省 知 识 产 权 局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文件

豫知 〔2017〕64号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举办2017年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

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的通知

各省辖市知识产权局,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

用,有效提升高校科技创新实力和知识产权综合运用能力,支撑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按照省知识产权局和省教育厅联合印发的

《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

定于11月15日-17日在郑州举办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

提升培训班。具体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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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

1.回顾总结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提升工作,研究部署下

一步工作。

2.开展高校知识产权规范化管理体系建设、高校知识产权

管理创新案例讲解、高校专利信息利用实务、高校专利运营管理

及实务等培训。

二、参会人员

河南省134所高校科技处负责人、知识产权工作人员或负责

专利信息利用人员,每所高校1-2人;省辖市知识产权局负责

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1名。

三、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2017年11月16日-17日上午培训,17日下午

撤会。

报到时间:需要住宿的参会人员于11月15日14暶00—

18暶00到酒店大厅报到;不住宿的 (郑州市区)参会人员于16

日早上8暶30之前到会场直接报到。

四、培训地点

河南泓元大酒店5楼多功能厅

地址:郑州市红专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北角

电话:0371—65717270 0371—67261111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培训费用、住宿费、餐费由省知识产权局承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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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由参会单位承担。原则上郑州市内参会单位人员不安排住宿。

(二)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培训分配名额报名。各省辖市知识

产权局负责辖区内相关高校的培训报名组织工作 (名单参见附件

1),并将报名回执 (见附件2)电子件及传真11月8日前统一报

送至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三)培训期间,各地知识产权局需指定一名联系人,负责

培训期间本地区学员的相关组织协调工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省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处 李 苏 刘 涛

电  话:0371-65959559 13526815270

传  真:0371-65959559

电子邮箱:xtglc@126.com

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处 刘在坤 杨学勇

电  话:0371-69691767

附件:1.2017年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名单

2.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报名回执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201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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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7年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名单 (134所)
(按学校办学层次和标识码排序)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标识码 所在地
办学
层次

备注

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4141010078 郑州市 本科

2 郑州大学 4141010459 郑州市 本科

3 河南理工大学 4141010460 焦作市 本科

4 郑州轻工业学院 4141010462 郑州市 本科

5 河南工业大学 4141010463 郑州市 本科

6 河南科技大学 4141010464 洛阳市 本科

7 中原工学院 4141010465 郑州市 本科

8 河南农业大学 4141010466 郑州市 本科

9 河南科技学院 4141010467 新乡市 本科

10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4141010469 郑州市 本科

11 河南中医药大学 4141010471 郑州市 本科

12 新乡医学院 4141010472 新乡市 本科

13 河南大学 4141010475 开封市 本科

14 河南师范大学 4141010476 新乡市 本科

15 信阳师范学院 4141010477 信阳市 本科

16 周口师范学院 4141010478 周口市 本科

17 安阳师范学院 4141010479 安阳市 本科

18 许昌学院 4141010480 许昌市 本科

19 南阳师范学院 4141010481 南阳市 本科

20 洛阳师范学院 4141010482 洛阳市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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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标识码 所在地
办学
层次

备注

21 商丘师范学院 4141010483 商丘市 本科

2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4141010484 郑州市 本科

2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4141010485 郑州市 本科

24 黄淮学院 4141010918 驻马店市 本科

25 平顶山学院 4141010919 平顶山市 本科

26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4141011068 郑州市 本科

27 洛阳理工学院 4141011070 洛阳市 本科

28 新乡学院 4141011071 新乡市 本科

29 信阳农林学院 4141011326 信阳市 本科

30 河南工学院 4141011329 新乡市 本科

31 安阳工学院 4141011330 安阳市 本科

32 河南工程学院 4141011517 郑州市 本科

33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4141011652 郑州市 本科

34 南阳理工学院 4141011653 南阳市 本科

35 河南城建学院 4141011765 平顶山市 本科

36 河南警察学院 4141011788 郑州市 本科

37 黄河科技学院 4141011834 郑州市 本科 民办

38 铁道警察学院 4141012735 郑州市 本科

39 郑州科技学院 4141012746 郑州市 本科 民办

40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4141012747 郑州市 本科 民办

41 郑州师范学院 4141012949 郑州市 本科

42 郑州财经学院 4141013497 郑州市 本科 民办

43 黄河交通学院 4141013498 焦作市 本科 民办

44 商丘工学院 4141013500 商丘市 本科 民办

45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4141013501 开封市 本科 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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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标识码 所在地
办学
层次

备注

46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4141013502 郑州市 本科 民办

47 信阳学院 4141013503 信阳市 本科 民办

48 安阳学院 4141013504 安阳市 本科 民办

49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4141013505 新乡市 本科 民办

50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4141013506 新乡市 本科 民办

51 郑州工商学院 4141013507 郑州市 本科 民办

52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4141013508 郑州市 本科 民办

53 商丘学院 4141014003 商丘市 本科 民办

54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4141014040 郑州市 本科 民办

55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4141014333 郑州市 本科 民办

56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0824 郑州市 专科

57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0835 漯河市 专科

58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0842 三门峡市 专科

59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0843 郑州市 专科

60 开封大学 4141011069 开封市 专科

61 焦作大学 4141011522 焦作市 专科

62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1787 濮阳市 专科

63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1828 郑州市 专科

64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058 开封市 专科

65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067 许昌市 专科

66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141012581 焦作市 专科

67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4141012582 郑州市 专科

68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745 商丘市 专科

69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748 平顶山市 专科

70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750 周口市 专科

—6—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标识码 所在地
办学
层次

备注

71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768 济源市 专科

72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4141012781 郑州市 专科

73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793 鹤壁市 专科

74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2794 南阳市 专科

75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2948 郑州市 专科 民办

76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2950 焦作市 专科

77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4141013499 郑州市 专科

78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4141013564 平顶山市 专科

79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4141013565 郑州市 专科

80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3780 漯河市 专科

81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3781 南阳市 专科

82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3782 商丘市 专科

83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3783 郑州市 专科 民办

84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3784 信阳市 专科

85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4141013785 郑州市 专科 民办

86 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 4141013786 郑州市 专科

87 永城职业学院 4141013787 商丘市 专科

88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4141013788 郑州市 专科

89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3789 郑州市 专科

90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4141013790 郑州市 专科

91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4141013791 郑州市 专科

92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3792 郑州市 专科

93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4141013885 郑州市 专科

94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4141013889 洛阳市 专科

95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4141013936 郑州市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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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标识码 所在地
办学
层次

备注

96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062 郑州市 专科 民办

97 周口科技职业学院 4141014169 周口市 专科 民办

98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181 郑州市 专科

99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4141014233 漯河市 专科 民办

100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4141014235 郑州市 专科 民办

101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243 安阳市 专科

102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245 新乡市 专科

103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251 驻马店市 专科

104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141014300 焦作市 专科 民办

105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4141014301 许昌市 专科 民办

106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 4141014302 郑州市 专科 民办

107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4141014303 郑州市 专科 民办

108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305 新乡市 专科 民办

109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4141014306 开封市 专科

110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141014307 郑州市 专科

111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4141014308 郑州市 专科

112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4141014348 郑州市 专科

113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4141014349 安阳市 专科

114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4141014350 许昌市 专科

115 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351 信阳市 专科 民办

116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141014352 鹤壁市 专科 民办

117 南阳职业学院 4141014353 南阳市 专科 民办

118 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 4141014380 郑州市 专科 民办

119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4141014382 洛阳市 专科

120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4141014383 洛阳市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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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标识码 所在地
办学
层次

备注

121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4391 郑州市 专科

122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4392 安阳市 专科

123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 4141014405 郑州市 专科 民办

124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4466 郑州市 专科

125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4141014478 郑州市 专科

126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4141014479 南阳市 专科

127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4141014480 洛阳市 专科 民办

128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4141014529 鹤壁市 专科 民办

129 平顶山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4141014530 平顶山市 专科 民办

130 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4597 濮阳市 专科

131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41014598 驻马店市 专科

132 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4141014606 三门峡市 专科

133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 4141014607 郑州市 专科

134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4141014608 郑州市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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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2017年11月3日印发

附件2

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提升

培训班报名回执

市 (县)
姓 名 性别 单 位 部门及职务 手 机

培训期间联络员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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