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专业 学历 学制 招生科类 招生计划（人） 备注

音乐表演 本科 4年 文理兼收 文65，理15
音乐表演 本科 4年 文理兼收 文25，理5
体育教育 本科 4年 文理兼收 文120，理120 师范类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本科 4年 文理兼收 文70，理70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4年 文理兼收 文30，理50 体育管理方向
新闻学 本科 4年 文科综合 文70 体育新闻方向
旅游管理 本科 4年 文理兼收 文25，理25 体育旅游方向
英语 本科 4年 文科综合 文100 体育英语方向

招生计划 该院2015年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如下：

只招参加全省体育舞蹈类专业考试的考生
只招参加全省音乐类专业考试主科为舞蹈的考生

★收费及联系方式
该院各专业的收费标准：

音乐表演专业每生每年 5700
元；体育类专业每生每年3700
元；其他专业理科类每生每年
3700元，文科类每生每年3400
元；住宿费：600元/学年（省发
改委、财政厅、教育厅豫发改
办〔2004〕232号）。奖、贷、助、
补情况：按照国家有关奖、贷、
助、补规定执行。

★招生咨询电话：
0371-63631010 63631500
传真号码：0371-63631500
学院网址：
http：//www.peczzu.edu.cn
电子邮件：
zdtyzb@yahoo.com.cn
学院校本部地址：
郑州市惠济区银河街2号
邮政编码：450044
登封校区地址：
登封市大禹路146号
邮编：452470

为保证该院普通本科
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切实维
护学院和考生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之规
定，并结合该院实际，制定
本章程。

该院招生在郑州大学
招生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
监督下，在本院招生工作委
员会的具体领导下，由学院
招生就业中心具体实施的。

本章程适用于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普通本科的招
生工作。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2015年招生章程

该院招生录取工作执行教育部
规定的“学院负责，招办监督”录取
体制，并在各省级招生委员会统一
组织下进行。全面贯彻实施高校招
生“阳光工程”，本着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
评价，择优录取。根据河南省的招
生计划和考生情况确定提档比例，
提前批次提档比例控制在招生计划
的110%以内，本科二批提档比例控
制在招生计划的105%以内。

音乐表演专业录取规则：只招参
加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体育舞蹈类统考加试的考生和音乐
类舞蹈（只招专业考试主科舞蹈的考
生）统考加试的考生。要求报考考生
文化课成绩和专业成绩均达到河南
省控制分数线。录取时按省统考加
试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对
专业成绩并列的考生按文化课成绩
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文化课成绩并列
的，按照语文、数学、外语课程顺序的
单科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体育类考生录取规则：报考体育

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考
生必须参加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专业加试，要求文化课、专业课成
绩均达到河南省控制分数线，录取时
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对
专业成绩并列的考生按文化课成绩
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文化课成绩并列
的，按照语文、数学、外语课程顺序的
单科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其他专业考生录取规则：报考
新闻学（体育新闻方向）、公共事业
管理（体育管理方向）、旅游管理（体
育旅游方向）、英语（体育英语方向）
专业不需体育加试，在本科二批录
取。成绩达到规定分数线，按文化
课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该院执行国家规定的加分政
策；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院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的有关规
定。对录取考生的专业安排，所有
专业均按照志愿优先，遵循分数的
原则进行。体育类、艺术类按专业
分数，其他类按文化分数。

该院全称为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注册地址为郑州
市惠济区银河街2号，邮政
编码450044。

该院是公办、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郑州大学体
育学院现设有体育教育、社
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运动训
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新闻学（体育新闻方向）、公
共事业管理（体育管理方
向）、旅游管理（体育旅游方
向）、英语（体育英语方向）、
音乐表演等九个全日制本
科专业，几十年来已培养了
各类体育专门人才17000
多人，国内外知名运动员
100多人。从2004年开始
招收硕士研究生，在校硕士
研究生、本科生6000余人。

学历学位证书的发放：
本院普通本科学生修业期
满，符合条件者，发放郑州
大学具印的毕业证书，证书

内容填写“在本校体育学院
某某专业四年制本科学习，
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
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
业”；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
件的毕业生发放郑州大学
具印的学士学位证书，证书
内容填写“在郑州大学体育
学院某某专业完成了四年
制本科学习计划，业已毕
业。经审核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
授予某某学生学士学位”。

该院校园总占地面积
720 亩，建筑面积 13.8 万
㎡。其中为便于武术传统
文化的研究和实践，于
1997年在少林武术之乡登
封市投资兴建的教学训练
基地占地面积312亩。学
院将建成一座开放型、社会
型、花园型，集教育、训练、
科研为一体的高水平体育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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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
2015年校本部本科计

划招生13730人，比去年增
加100人，其中重点本科批
次计划为11170人（包括河
南省 6664 人，外省 4506
人），比去年增加1330人；
本科二批计划为2560人，
比去年增加860人。

今年，郑州大学今年的
国家专项、面向农村学生单
独招生、地方专项计划合计
550人，占该校普通本科招
生计划的5.38%，占该校河
南省普通一本招生计划
9.54%，有20多个专业面向
河南省53个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县及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招生。

另外，今年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全部调整为本科一
批录取，软件学院专业调整
为本科二批录取。在专业
方面，该校今年新增应用化
学、酒店管理、书法学、基础
医学和音乐表演（体育舞蹈
方向）5 个本科专业（方
向）。

【河南大学】
2015年学校面向全国

招生，本科招生总计划是
9600人，其中在河南省共
投放计划7569人，包括提
前批（体育、艺术类）1094
人，本科一批3725人（含中
外合作办学类招生计划
510人），本科二批2722人
（含中外合作办学类1300
人、软件学院900人、普通
类及联合办学522人）。

学校现有本科专业92
个，包括今年新增的考古
学、物流管理、临床药学3
个专业。河南大学今年共
有 11 个按类招生的专业
类，经济学类（含经济学、经
济统计学专业）等。

值得广大农村学生关
注的是，近年来河南大学在
河南省录取的考生中，农村
户籍考生占到50%。2015
年，为进一步提高农村考生
上重点大学的比例，按照省
教育厅安排，河南大学继续
实施国家面向农村贫困地
区专项招生计划（国家专
项）80人、地方重点高校招

家门口上大学 河南各校招生要了解
收农村考生专项计划（地方专项）
120人，投放的文、理科专业20多个，
都是学校的优势专业。同时，招收免
费医学定向生50人（临床医学专业，
学制五年)。

【河南师范大学】
今年该校普通全日制本、专科招

生计划共计8385人，其中本科招生
计划7995人（含联合办学390人），
少数民族预科班计划150人，专科招
生计划240人；该校今年本科招生专
业72个，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酒店管理”
三个本科专业；专科招生专业3个。
与去年相比，学校今年新增加两个专
业进入本科一批招生，分别是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师范）和经济学专业
（文理兼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该校今年在河南的招生计划是

本科批次 5289 人，其中文科 2504
人，理科2785人。本科第一批次投
放招生计划 2087 人（去年是 1515
人），本科第二批次投放招生计划
2937人（去年是3364人）。

值得农村学生关注的是，在普通
本科计划中，在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
生专项计划（简称国家专项计划）中
安排了招生计划100人，并且与去年
相比又增加了金融学类和经济学等
共4个专业；安排地方重点高校招收
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简称地方专项计
划）76人，与去年相比增加了45个计
划指标，让贫困地区和农村的学生有
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

【河南工业大学】
2015年，河南工业大学本科计划

7070人，新增1个本科专业，新增2个
专业按本科一批录取。其中在河南招
生3970人，省外招生3100人。本科
计划中，本科一批15个专业面向河南
招生1286人。本科二批中外合作办
学计划760人，其中面向河南招生
389人。专科计划1560人全部在河
南省招生，其中中英国际学院9个合
作办学专科专业计划招生1240人。

【河南科技大学】
该校2015年在河南招收本科生

6984名，其中艺术本科A段130名、
体育60名、免费医学定向生50名；
本科一批 1903 名；本科二批 3961
名；本科三批180名；专升本560名。

在进一步提高农村学生上重点
高校人数方面，河南科技大学也采取
了多项措施。除了继续在河南招收
50名临床医学专业的免费医学定向
生之外，该校今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和会计学2个专业面向河南招收
国家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生 80
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和土木工程
2个专业面向河南招收地方农村专
项计划本科生60人。

【中原工学院】
2015年，中原工学院面向全国

29个省、市、自治区计划招生6210
人，其中本科计划5160人，与去年持
平，少数民族预科班计划100人；专
科计划950人，软件学院的招生计划
增加100人，由本科三批录取调整到
本科二批录取。

中原工学院近年来在河南省的
录取情况较好，录取分数逐步提高。
其中2012年文科录取最低分高出分
数线23分，理科高出分数线29分；
2013年文科高出分数线28分，理科
高出分数线33分；2014年文科高出
分数线30分，理科高出分数线41分。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学校今年总的计划招生人数是

7920人，5151人为河南考生，其中普
通文科招生457人，理工类3070人，
专升本招生780人，艺术专科计划招
生 79 人，其中女生 59 人，男生 20
人。普通专科也就是软件学院大概
有三个专业，大概是290人。

目前，该校68个专业，全部面向
河南招生。据社会需求情况及学校
办学条件，该校今年新增3个专业和
1个专业方向，分别是金融工程、质
量管理工程、翻译和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嵌入式开发方向），新增专业及方
向预计招生计划275名。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审批，今年轻院有4个专业，

被纳入本科一批招生，分别为：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食品科学与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化学工程
与工艺。这四个专业依次在河南招
收理工类考生57名、60名、121名、
33名（共计271名）。这些专业均办
学资源足、师资力量雄厚、生源质量
好、毕业生就业质量高、社会影响大，
便于就业。

□记者 余淼 刘学增

核心提示│尽管名校是关注的焦点，但实际上大
部分河南考生最终还是会在省内上大学，2015年河
南高校招生和政策都有哪些变化，跟很多考生都有直
接关系，赶紧来了解下，让你填报志愿时更有底。

篇高校招生政策 省 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