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专业 

 



法学专业介绍 
      法学专业是河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首批河南省复合型、应用型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专业）， 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

文底蕴、职业素养、法律思维和法学理论知识、掌握法律执业技能的高素质

复合型应用法律人才。毕业生能够胜任法律职业工作的要求，能在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单位，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服务尤其

是民航法律服务。本专业文理兼招，学制4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法学专业实力雄厚：法学专业为河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立项 



郑州航院获批河南省首批“复合型应用型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称号 



法学专业教研室获2017年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立项  



法学专业课程获2018年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法学专业课程获2019年首批河南省一流课程 



省级精品、省级一流课程建设使用             团队教师编写的配套教材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3门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使用 



法学专业师资实力强大：获奖众多 



序号 年份 教学奖励 获奖人 等级 

1 2017.9 全省教学技能比赛（法学） 李华 二等奖 

2 2017.11 郑州航院教学质量大奖赛 杜勤 一等奖 

3 2017.11 郑州航院教学质量管理 杜勤 
先进个人 

（全校9人） 

4 2017.12 郑州航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李学成 二等奖 

5 2018.9 全省教学技能比赛（法学） 王晶宇 一等奖，省级教学标兵 

6 2018.12 郑州航院教学质量大奖赛 张峣 一等奖 

7 2019.8 全省教学技能比赛（法学） 李学成 二等奖 

8 2017 郑州航院教学名师 徐英军 

9 2019 郑州航院教学名师 杜勤 一等奖，省级教学标兵 

 



法学专业师资实力强大 



教师队伍——各种教学奖励  



法学教师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 



  

郑州航院法学专业教师为《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
稿）》提供立法咨询意见 



国际法教研室的说课 
民商法教研室的“磨课” 

法学专业对内对外学术交流活劢众多 



法学专业教师骨干赴各地、各单位、各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方案调研 

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赴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调研 
（2018年4月培养方案制定调研） 



赴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调研 



赴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进行调研 



                  法学专业18家校企实习基地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河南仟方律师事务所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 

 河南蓝天司法鉴定中心 

 河南帅法律师事务所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和衡（郑州）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 

 北京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河南威鼎律师事务所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拟推河南省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 

 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 

 

        实践教学强：校内外专业实习落地开花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展示 

实践教学展示 



实践教学展示 

左上图：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右上图： 

郑州高新区人民法院 

 

左下图： 

河南仟方律师事务所 

左下图：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0%EC%B9%AB%CA%D2&in=26831&cl=2&lm=-1&pn=28&rn=1&di=42821758815&ln=2000&fr=&fm=result&fmq=1325498489734_R&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实践教学基地展示 

左上、左下图：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右上、右下图： 

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 



实践教学 

学生在郑州航空港区法院、港区公安局实习  



实践教学 

校企课程共建——法学专业学生在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培训、学习  



实践教学 

校企课程共建——法学专业学生 
在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培训、学习  



校内实训中心：我省较早的文科综合实验室 
  



 
   

现代法学实训中心 
实践教学 



 
 

校内实践教学——模拟法庨 



实践教学 
 实务专家到校讲座  



实践教学 

法庨进校园   



人才培养质量高 

 
序
号 竞赛名称 最高排名获奖

学生 学号 
最高 
排名 

 
获奖 
时间 

 
获奖 
类别 

 
获奖 
等级 

1 
河南省资劣知识竞赛 刘金叶 

1608062
21 

1 
2018/4 省级 集体二等奖 

2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 刘逸凡 

1608061
21 

1 2017/11 国家级 优秀奖 

3 
河南省第二届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表演舞 谢天怡 

1608061
34 

1 2017/12 省级 二等奖 

4 
河南省第二届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团体舞 谢天怡 

1608061
34 

1 2017/12 省级 三等奖 

5 
河南省第九届翻译竞赛 秦军丽 

1708080
129 

1 2017/12 省级 三等奖 

6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 闫姝雅 

1608061
35 

1 2017/11 国家级 优秀奖 

7 
2017年郑开马拉松赛 王凯鸿 

1508061
26 

1 2017/03 省级 优秀志愿者 

8 河南省第三届法治卓越杯辩论赛 法学院辩论队   1 2017/05 省级 亚军 

9 河南省首届大学生禁毒辩论赛 法学院辩论队   1 2017/05 省级 优秀奖 

10 河南省第二届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演讲
比赛 

丁瀚 1608061
07 

1 2017/10 省级 季军特等奖 

硕果累累：法学学生获省级以上专业竞赛及其他各类竞赛奖励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学年 参加学生信息(姓名、学

号) 
指导
老师 

1 高校学生校外租房状况调查分析 
郑州航院大学
生科技创新项

目 

2015—
2016 

邵子贤140806344  宋硕
140806309  
蔡雯婕140808235  程凯东
140806326 

李爱玲 

2 高校大学生党员群体状况调查研究 

共青团河南省
委、河南省社
科联专项调研

课题 

2016-
2017 

万怀璞 130808125  徐英凡
140806328 
李可乐140806320  宋金一
140806303 

张云辉 

3 进城务工妇女犯罪状况调查---以郑
州市为例 

郑州航院大学
生科技创新项

目 

2017—
2018 

李慧150806315    邵子贤
140806344 
宋硕 140806309    徐莎
140806105 
王凯鸿150806126  杨彦熙
150808232 
田雅囡160808220  陈诗羽
160808201 

李爱玲 

4 
 
论我国电信诈骗犯罪的防控—由
“徐玉玉案”引发的思考 

 
福建法学 

 
2017 年
第4期 

 
尼宗鑫  150806222 

 
杜勤 

法学学生参加科研项目情况（发表论文） 
 



（1）2019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2）2019年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3）2017年度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4）2019年第十四届河南省“挑战杯”二等奖； 

（5）2019年第十四届河南省“挑战杯”三等奖。 

 

学生“创新创业“成效明显 



校友为专业学子提供的仟方奖学金   



学生活劢图片展示  



各种赛事奖励证乢展示  



 
 

各种赛事奖励证乢展示  



学生活劢——“送法下乡”  



学生活劢——送法下乡 



郑州航院法学专业 

   热忱欢迎广大学子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