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 导 篇高招志愿填报

本科一批、本科二批、专升
本和对口生填报平行志愿。

平行志愿按“分数优先、遵
循志愿”的原则投档，强调考生
分数的高低，即首先将同一科类
批次线上的“自由可投”的考生，
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然后遵循考生志愿，并根据高校
招生计划数和调阅考生档案比
例要求投档。

“当遇到多名考生投档成绩
相同时，依次按语、数、外、综合
科目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投档；对单个考生投档时，根据
考生填报的平行志愿中的院校
志愿顺序，投档到排序相对在前
且有计划余额的院校。”陈大琪

说，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对自己
的成绩定位准确，同时要考虑在
志愿顺序上保持一定的梯度，一
般来说应将自己最想就读的高
校填报在平行志愿第一个位置，
最靠后的位置要考虑填报“保
底”的高校。

其他批次（艺术类除外）第
二志愿是平行志愿，只有当院校
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才起作用，
所以考生应把估计第一志愿生
源不足的院校作为第二志愿的
主要选报对象，并注意在院校顺
序上有一定梯度,专业志愿也应
拉开档次，合理搭配。同时，陈
老师建议考生尽可能填满专业
志愿，并选择服从专业调剂。

七分考试三分报志愿

专家支招科学报志愿
□记者 田园

核心提示│“七分考、三分报。”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成为考生和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填报志愿该从哪
里入手？该注意什么问题？昨日，省招办新闻发言人陈大琪“手把手”教你科学填志愿。

到底是先选专业还是先
选学校?陈大琪说，选报志愿
是注重学校还是注重专业，
要因人而异，关键看实力。

“一般来说，对于高分考生，
具有很强的竞争实力，可既
选学校又选专业；对成绩中
等或者偏上的考生，应侧重

选学校，尽可能进一所综合
实力较强的院校，因为有些
学校入校后还可以调整专
业；对成绩较低的考生，建议
以选择专业为主，注重从就
业角度学自己擅长的或者适
合的专业，这样会减少将来
就业压力。”

提前批艺术、体育类专业讲究“志愿优先”

农村娃怎样“跳龙门”

我省提前批艺术、体育类专
业的录取采取“顺序志愿”原则，
讲究“志愿优先”。陈大琪说，第
一志愿很关键。

报考提前批艺术、体育类专
业志愿的考生要弄清楚各个专
业的录取规则，不同的专业录取
规则不尽相同，同一专业不同学

校录取规则也不尽相同，考生要
结合自己专业和文化成绩，选择
报考在录取规则方面有利于突
出自身优势的高校及专业。

另外，我省今年艺术类本科
录取仍分为艺术类本科A段和
B段，并将对A、B两段分别划
定录取控制分数线。

农村娃如何利用政策，把握好
上好大学的机会？

陈大琪说，2015年我省面向
农村学生继续实施三项“专项计
划”，即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
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农村学生
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划)、地方重
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地
方专项计划)。

前两个专项计划均单独设立
批次，原则上执行本科一批分数
线。国家专项计划录取批次安排
在本科提前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
始之前；地方专项计划录取批次安
排在本科一批结束后、本科二批开
始之前。高校专项计划纳入自主
招生志愿，考生应按自主招生志愿
填报。

已取得“高校专项计划”报考
资格的考生，可填报1个相应的高
校志愿，1~5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
剂（专业）；已取得“国家专项计划
本科批”、“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本科
批”报考资格的考生，第一志愿可
以填报1个高校志愿、1-5个专业
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第二志愿
为平行志愿，可以填报1-4个高校
志愿，每个高校志愿可以填报1-5
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

平行志愿“分数优先、遵循志愿” “优等生”既可选学校又可选专业

陈大琪提醒考生在选择
专业时要注意弄清专业的实
质性内涵。

专业的实质性内涵是指
专业培养目标、专业培养要
求（毕业生应获得的知识与
能力）、主干学科、主要课程、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等。“了
解专业内涵的途径很多，比
较便捷的途径是高校的招生
简章和学校招生网上关于专
业的介绍。”陈大琪说。

“了解以后，可以根据兴
趣选择专业。所选专业应当
是考生喜欢的，与考生的性
格特点、兴趣、专长相适合
的，有利于考生长远发展的
专业。”陈大琪说，除此之外，

选择强势专业，即院校中综
合实力突出、优势明显的一
类专业，国家级重点学科及
省、市级重点学科更属强势
专业也是考生选择专业时需
把握的原则和注意的事项。

正确处理专业冷、热关
系。“所谓热门专业，是指那
些就业前景看好的一类专
业，非指专业本身的好与
坏。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
有冷、热之分。专业的冷与
热是变化的，有些专业目前
看着热，几年后可能会变冷，
反之，有些专业几年之后也
许不冷。”要辩证地看待专业
的冷与热，用长远的眼光看
待专业的冷热变化。

选专业 不挑热门挑热爱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招生介绍
一、报考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有哪
些优势？

1、社会信誉。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是河南省博士学位授予
权立项建设单位。十几年来，生
源一直位于河南省二本院校的
前茅，特别是近几年来，学校荣
获“河南公众满意的十佳本科院
校”、“河南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
育品牌”、“河南考生心目中最理
想的高校”等称号。

2、学科交叉。计算机与信
息工程学院充分利用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的学科优势，将计算机
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结合，设
立了互联网金融、基于物联网技
术的物流管理、商务智能技术、
电子商务工程、ERP实施咨询顾
问、会计电算化等专业方向，极
大拓展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3、国际合作。学院借助于
国际合作办学平台，积极引进美
国、印度、英国、德国等世界上先
进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师、课
程等教育资源，学院为学生提供
可选的英语、德语和日语等专业
外语教学，培养学生成为优秀的
国际化专门人才，实现计算机教
育与国际接轨,并为学生出国深
造提供很好的途径。

4、校 企 合 作 。 学 院 与
IBM、HP、Oracle、华为和无锡
软件园等国内外知名IT企业和
软件园区合作，建立了校内外实

训基地，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
可以到实训基地进行专业实
训。学院的毕业生就业平均起
薪在4000元-10000元。

二、报考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国际合作办学（课程引进）
专业有何优势?

1、部分课程直接由外教授
课，不少于1/3的专业课程都采
用双语教学，学生不出国就可以
享用到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
教育资源。

2、可以强化英语学习，有效
提高英语的听、说、读、写的能
力，使自己成为国际化专门人
才。

3、本科期间各门课程合格，
愿意出国深造者就可以直接到
国外合作院校读研究生。

4、报考国际合作办学专业
的考生最低录取线要比普通本
科的低得多，且入校后享受的条
件一样，甚至更优。

三、报考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高职高专有何优势

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高职
高专（软件学院）依托于计算机
与信息工程学院，与学院本科教
学同一师资队伍，相同的办学条
件，从而保证学生到校后能够享
受到优质的专业教育。

2、出路广。1）国内专升本，
四年也可以获得本科文凭；2）出
国留学升本、读研究生，成为国
际化专门人才；3）到IT企业就

业，目前IT业就业形势好，工资
待遇高；4）可以报考公务员、参
军等。

四、通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出国留学的好处是什么？

1、安全、方便。与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合作的国外院校都是
正规院校，出国留学手续由专门
的机构办理，并且不需要太多的
经济担保。

2、经济。与国外院校互认
学分，从而使学生节省2-3年高
昂的花费。

3、节省了时间。对于高职
高专的学生，在国内经过专升本
再考研取得硕士学位，至少8年
的时间，通过出国留学这个渠道
取得硕士学位，只需4-5年。

4、开阔了眼界，增强了能力，也
可以到国外就业。

五、出国留学的费用情况如
何？

美国、英国、爱尔兰合作院
校，每年费用需要20万人民币
左右，印度合作院校，每年费用
需要5万人民币左右。以上均
包括学费和食宿费。
六、出国留学需要具备哪些条
件？

1、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习期间各门功课全部合格。

2、去美国、英国、爱尔兰出
国留学的同学，需要考试托福或
雅思，去印度出国留学的同学，
英语免试。

一、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概况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目前
在校生2300余人，拥有两个硕士
点（省级重点学科），四个普通本科
专业，两个国际合作办学本科专
业，四个专科专业（高职高专）。在
专职教师中，40%以上具有博士学
历，50%以上具有高级职称，有省
管优秀专家，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国家级、省部级等高水平的教学、
科研成果丰富；专业实验室设备先
进、功能完备，是河南省计算机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二、国际合作办学（课程引进项
目）专业概况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国际
合作办学是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准
的“课程引进”项目，涵盖两个专
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并于2014年在本科第二批正式招
生，学制四年。

三、高职高专专业概况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高职高专
是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准的示范性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职高专
6220），并于 2008 年开始正式招
生。设置四个专科专业：计算机网
络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学制为两年。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答考生问

2015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招 生 计 划

批次 专业（方向）

本
科
二
批

高
职
高
专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引进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本科课程）

软件工程（引进印度班加罗尔大学本科课程）

计算机网络技术(含网络营销方向)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含Flash动画开发）

计算机信息管理(含会计电算化方向)

软件技术(含Java方向、.net方向)

科类 人数 招生代码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120

60

65

65

240

160

210

160

6080

6222

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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