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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2016 年河南省
公务员考试还有1个多
月，行测在河南省公务
员考试笔试中占据着非
常重要的地位，很多考
生对行测科目的备考相
当重视。一次考试的成
功，稳扎稳打复习固然
重要，但统筹全局，整体
谋划，掌握做题技巧，不
致因小失大，对取得高
分同样不可或缺。华图
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亢
文琴老师立足往年省考
笔试高分成绩的分析，
探究他们备考的方法，
为备战 2016 年河南省
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得高
分支招。

全面学习行测各模
块，弄清优劣。常识判
断、言语理解与表达、数
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
分析5个模块中，常识
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
偏文，数量关系和资料
分析偏理；模块专项突
破，让优势更优、劣势弥
补。在认清自己模块优
劣的基础上，进行模块
专项突破学习，将各个
模块的小分支都分解出
来仔细学习，确保学会

各个模块的解题技巧。
有针对性的模块学习，
让优势模块更优，利于
攻破劣势模块，缩小差
距。

全科强化提高，要
做题速度，更要正确
率。经过专项突破学习
之后，就要进行全科强
化提高了。因为最终的
考试注定是要所有模块
都放在一起进行，全科
强化提高就是把所有的
模块放在一起卡时练
习，追求速度，更追求正
确率。全面复习冲刺，
整体梳理体系框架。俗
语说得好，“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考前复习是
十分必要的。这个复习
要整体梳理知识体系和
知识框架，尽可能做到
举一反三，能够有所拓
展。全真模考，科学分
配作答时间。在考前最
后一周，最好能进行几
场模拟考试，一方面能
够保持做题感觉，另一
方面，还能不断调整各
模块作答时间，确保最
后能够科学分配作答时
间。

朱玉山说，今年由于我省生源
质量高，录取工作规范，各高校完成
原定计划后，向我省投放了预留计
划，本科层次共计扩招 10462 人。

“211”以上院校扩招了3704人，其
中“985”院校扩招了1389人。北京
大学录取216人、清华大学录取211
人，均创历史新高。

农村娃升入重点大学比例提
高。据朱玉山介绍，今年，我省通过
积极组织实施招生精准“扶贫”，面
向全省38个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县、
15个省贫困县及全省农村考生，实
施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定
向招生录取，使近2.4万名农村学子
圆了大学梦，农村娃本科录取率达
到41.3%。

招生改革促进高考公平。今

年，我省继续实施完善高考综合评
价录取改革模式。上海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
京语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
海纽约大学等6所高校，安排在提前
批招生，共录取133人。

另外，我省扩大实施高职分类
招生改革。单考单招高职院校达到
91所，提前录取新生12.4 万人，占
今年高职高专总计划的38.8%。同
时，继续深化录取方式改革。平行
志愿投档模式扩大到本科三批和高
职高专批，增设专科提前批，提高了
考生志愿满足率和投档精准度。高
职高专录取实行延长征集志愿时
间，增加征集志愿次数，代替以往的
补录工作，进一步优化了生源配置，
提高了录取工作效率。

2016河南高招集中录取收官
录取率高达85％，8月26日至28日，高职高专批次将再次征集志愿
□记者 王迎节

核心提示丨8月19日，历时1个半月的2016年河南高招录取全部结束，今年我省高招共计录取各类新
生69.04万人。其中，录取普通本专科新生59.34万人，录取率高达85%。

8月26日至28日，省招办还将对缺额较大的高职高专批次再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得把握
这次最后的机会！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对已被
录取的考生不得退档、不得改
录，也不得参加补录。

已经被录取的考生要及时
持本人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到县
（市、区）招办办理纸介质档案交
接确认手续，按时入学报到，接
受入学复查，完成学籍电子注
册。录取不报到的将被记入考
生本人诚信档案。未被录取的
考生一律不得发给纸介质档案。

省招办提醒：未录取考生要
关注高职高专院校再次征集志
愿。今年集中录取后省招办不
调休，将再次组织专科征集志
愿，并延长征集志愿时间，让更
多的学生有学可上。

征集志愿安排在8月26日8
点至8月28日 18点，符合条件
的考生可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
室网站的填报志愿系统，按规定
程序和时间完成网上填报志愿
操作。这是今年上高职高专的
最后机会。

省招办还提醒，高校招生是
行政行为，任何高校招生都要经
过全国招生系统进行网上录
取。否则，国家不予承认，不进
行学籍电子注册。所谓内部指
标、补办手续、本科补录等都是
招生欺诈。

提醒
8月26日~28日
高职高专再征志愿

公考行测拿高分
细听老师支妙招
□记者 李想

据河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
招办主任朱玉山通报，今年我省高
考各类考生报名人数82万人，参加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
69.9万人。集中录取期间，共接受
省内外2215所普通高校在我省招
生，经过8个录取批次、6次征集志
愿，共计录取普通本专科新生59.34
万人，录取率85%，比去年提升1.1
个百分点。

普通本科共计录取31.27万人，
录取率44.7%，比去年提升0.3个百
分点。

重点大学（即本科一批招生院
校）录取6.34万人，录取率9.05%，比

去年提升0.74个百分点。今年，国
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在我省
加大了招生计划投放力度，这两个
批次按照本科一批分数线投档录
取，单设批次，也属于本科一批录取
序列，共录取新生7000余人，这样
算下来，今年我省一本录取率达
10.11%，首次破10。

普通高职高专共计录取20.2万
人，高职院校单考单招提前录取
12.4 万人（普通高考生录取 7.9 万
人，中职高考生录取4.5万人）。

对口招生本科录取4756人、专
科录取1.38万人，专升本招生录取
3.31万人。

焦点 扩招、农村娃升重点、促高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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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效果图施工图 56736305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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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帮办0371-55627322

●法律咨询13939383939
地址：金水区法院对面

●速成后收费0371－56780000
●专办经济纠纷13673995729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SC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800注册公司 18530998810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代记账每月100元55981448
●1元开公司做账18638613921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13503711111
●公司注册做账86677004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企标QS许可证专办88882363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63702222 69367777
资质升级快办
专业各项资质18530801887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 63333499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63588381/2

出租招租
●半封闭大学餐厅一楼窗口

对 外 招 租 13027518356
●出租办学场地 15639906729

● 郑 州 校 区 合 作 租 赁

联 系 电 话 0371-55656560
●经五路黄河路临街商铺出租

联 系 电 话 ：13937198411

房地产

●好学区房出售 13203867931

写字间楼

●高铁站核心商圈极具商业潜

力公寓式商住两用精装宇宙

之星 200平业主急需资金带

租约低价转让 13526557320

●同乐路2700平方框架写字楼

可分租，免物业费13733812397

出租仓库厂院

●白沙、南曹、九龙国营大型

仓库招租！电话：1301464
7572、13837195767

●龙湖厂仓有证 15838021635
●高新区厂仓院 13598899953
●曲梁镇6千平米13203871190
●华南城25亩工业用地8000平
厂房转让有证 18638568895
●出租西南四环车间仓库900㎡
办公住宿650㎡水电土地证全，

电话：139385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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