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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别 专业名称 科类 学制 文科 理科 对口 合计

土
木
工
程
系

建
筑
系

建筑工程技术 理 3 353 50 403
建筑工程技术
（城市综合管廊） 理 3 50 50
工程测量技术 理 3 124 124
市政工程技术
（海绵城市） 理 3 50 50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地铁与轨道交通施工技术） 理 3 39 39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理 3 47 47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理 3 50 50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文、理 3 85 58 143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装饰石材） 文、理 3 20 12 32
建筑设计 文、理 3 38 25 63
古建筑工程技术 文、理 3 24 16 40
园林工程技术 文、理 3 47 30 77
城乡规划 文、理 3 24 16 40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文、理 3 24 16 40
建筑室内设计 文、理 3 54 36 90
展示艺术设计（艺术类）文、理 3 18 12 30
环境艺术设计（艺术类）文、理 3 18 12 30

工
程
管
理
系

设
备
工
程
系

建
设
信
息
工
程
系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文、理 3 48 32 8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建筑管理信息化技术) 文、理 3 42 28 70
软件技术(BIM技术) 文、理 3 30 20 5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智慧城市） 文、理 3 42 28 70

工程造价 文、理 3 107 106 50 263
建设工程管理 文、理 3 60 60 120
建设工程管理
（城市执法管理） 文、理 3 30 30 60
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招标采购与投标管理） 文、理 3 21 20 41
建设工程监理 文、理 3 50 50 100
安全技术与管理 文、理 3 21 20 41
会计（建设会计） 文、理 3 30 30 60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文、理 3 25 25 50
建筑经济管理 文、理 3 28 28 56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文、理 3 40 28 68
电梯工程技术 文、理 3 70 48 118
给排水工程技术 文、理 3 24 16 40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文、理 3 42 28 70
消防工程技术 文、理 3 24 16 40
物业管理 文、理 3 42 28 70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文、理 3 24 16 40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文、理 3 24 16 40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文、理 3 48 3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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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高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 新型城镇化高素质建设管理者放飞梦想的摇篮

欢迎报考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是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直属的全省唯一一所建筑类
高等职业院校，是河南省高
等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建
设单位和国家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学院设
有土木工程系、建筑系、工程
管理系、设备工程系、建设信
息工程系、思想政治教育教
学部、基础教学部、文艺体育
部等8个教学系部，开设专
业全方位涵盖了建设行业的
40个专业领域，已建成建筑
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装
饰工程技术三个省级特色专
业，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
价、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
智能化工程技术等四个专业
为河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6万人。

2016年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

收到首份清华通知书，她成了“网红”
这名郑州一中女生表示“不意外”；目前清华已在河南录取74人
□记者 王迎节 文图

本报讯 昨日，大河报记者
从清华大学获悉，该校录取通知
书开始寄送，随录取通知书一起
寄出的还有校长邱勇致新生的
信和为新生准备的特殊礼物
——《瓦尔登湖》。来自郑州一
中的葛霄飞成为河南省收到首
份清华通知书的“幸运儿”，她因
生物奥赛获奖被保送，目前正在
清华大学参加集训。

据了解，目前，清华大学已
完成在河南的保送生、提前批次
和国家专项批次录取工作，其中
保送生录取16人，含语言类保
送生 11 人和竞赛类保送生 5
人；艺术类（美术学院）录取10
人，创下近年来新高；国防定向
批次录取16人，比原计划的14
人扩招2人，定向生录取分数线
为678分，国防生录取分数线为
669分。国家专项批次录取32
人，比原计划的31人扩招1人，
理科录取分数线为673分，文科
录取分数线为623分。

据清华大学河南招生组组
长谢旭东介绍，通过保送生、提
前批次和国家专项批次，截至目
前，清华大学在河南已录取74
人，最终录取总人数有望突破
200人。通知书和校长赠书将
于近日陆续免费寄送到考生手
中，被清华大学录取的2016级
新生将于8月17日来校报到。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
刘震介绍，多年来，无数河南的
寒门学子走进清华校园，以
2015年为例，清华大学在河南
录取的学生来自80所不同的中
学，其中县级及以下中学占
43%，全部学生中具有农村户籍
者占总数的近50%。

据了解，今年是清华大学校
长邱勇第二次向新生赠书。之
所以选择《瓦尔登湖》，邱勇在致
新生的信中解释称：“《瓦尔登
湖》是一本使人安静的书。作者
亨利·戴维·梭罗在向读者展示

瓦尔登湖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展
示了一种物质上简朴至极、精神
上丰盈充实的生活状态。”

作为河南省第一个收到清
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葛霄
飞对此有啥感想？

昨天下午，她在受访时告诉
记者：“感觉很神奇，因为自从这
个消息传出后，自己的照片就在
老家的媒体以及各种网站上传
开了。感觉自己有点像‘网红’
了。”

同时，她对这个结果并不意

外。她说，作为清华大学预科班
的学生，已经提前来学校有一段
时间了，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
同学，但同学刚回郑州，所以自
己自然成为第一个收到通知书
的人。

对于刚刚过去的高中生活，
她感慨，感谢朱丹校长给同学们
自由、开放的学习环境，就像提
前进入大学生活一样。而谈及
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她说：“会
尽全力学好生物科学专业，将来
为社会多做贡献。”

我省普通高招
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录取开始

200所学校
计划招生6464人

□记者 王迎节

本报讯 昨日，大河报记
者从河南省招办获悉，我省普
通高校招生国家专项计划本
科批录取工作开始。今年我
省国家专项计划安排招生
6527 人，比去年增加 2545
人。其中，提前批国家专项计
划已安排招生63人。

据了解，国家专项计划即
由中央部门高校和省属重点
高校安排部分招生名额，面向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所有国
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以及重
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
省份招生。专项计划全部为
本科层次。

省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参加本批录取的省内外高
校共计200所，面向我省38个
国家级贫困县专项本科招
生。招生计划为6464人，其
中文科招生院校88所，计划
招生 955 人；理科招生院校
197所，计划招生5509人。执
行本科一批招生录取控制分
数线，即文科517分，理科523
分。

需要提醒的是，专项计划
志愿填报实行“顺序志愿”加

“平行志愿”，即考生第一志愿
可填报1个高校，第二志愿可
填报1-4个平行高校。生源
不足时，省招办将公布剩余计
划征集志愿，对生源缺额较大
的降分征集志愿备档。

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
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志
愿应注意：通过相应专项计划
资格审核的考生方可填报。
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
划均单独设立批次，原则上执
行本科一批分数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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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如同时符合三个专项计
划的资格，志愿可以兼报。

记者了解到，昨日上午8
点，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准时
开始投档，文、理科一志愿共
计投档 6804 份，其中文科
1019份、理科5785份。文科
院校经过一志愿投档满额的
学校70所，占文科招生院校
的79%；理科院校经过一志愿
投档满额的学校156所，占理
科招生院校的79%。经过一、
二志愿运转，未完成的计划余
额于 7 月 13 日公开征集志
愿。另外，本批录取工作将于
7月14日结束。

来自郑州一中的葛霄飞第一个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