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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3月22日-3月27
日,考生网上报名和志愿填报请登
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服务
平 台 ”（http://pzwb.heao.gov.
cn）。打印准考证:4月1日-4月8
日，考生登录我院单招报名系统直
接 打 印 准 考 证（http://www.

hnjs.edu.cn）。笔试、面试：4月9
日，“文化知识”考试时间为：2017
年 4月 9日 9：30-11：00，职业适
应性测试（技能测试）时间为：
2017 年 4月 9日 13：00-17：00。
公布成绩：4月18日，在我院网站
上公布单独考试招生成绩。免试

考生证件验收:4月11日-4月19
日,符合免试的考生到我院教务处
提交相关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公示拟录取名单:4 月 20 日-25
日，在我院网站上公示单独考试招
生拟录取考生名单。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单独招生简章
电话：0371-67875029 67875027 招生代码6269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成立
于1956年，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在
校生16000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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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河南省职
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国家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河南省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河南省
依法治校示范校。在省住建厅的
指导下，牵头成立了河南省建设行

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
和河南省建筑职教集团，同时是河
南省装饰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指导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承担了
河南省法学研究会房地产法学研
究会秘书处工作，形成了“求实严
谨，团结奋进”的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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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部、基础部、文体

部等8个教学系部，教育信息中
心、实训中心、图书馆和继续教育
中心等4个教学辅助部门。开设
42个建筑类专业（含方向），涵盖
了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房地产和
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建有校内实
验实训室84个，校外实训基地63
个，校园WIFI全覆盖，学生知识结
构丰富，工作适应能力强，就业面
广。

招生对象为已取得参加2017年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资格和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收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以下简称为对口招生）考试资格者。（我院单独考试招生不收取任何费用）

本报商丘讯 为弘扬核心价
值观，建设商丘“好人文化”，持续
培育“商丘好人”道德品牌，3月22
日下午，“商丘好人”联谊会在商丘
市举行“商丘好人”帮扶基金启动仪
式暨“商丘好人”结对帮扶现场会。

活动现场，5家爱心企业分别
向10名家庭生活困难的商丘好人
进行结对帮扶，每人获帮扶资金
5000元。会上，还通过大屏幕向
大家介绍了10位帮扶对象，其中

1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抱在怀里合
影的小女孩李敏，是救人英雄李学
生的女儿。如今，李敏已经成长为
一名品学兼优的在校大学生，坚持
勤工俭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
爱心，回报社会。

据介绍，“商丘好人”协会的宗
旨是“事有人管、苦有人问、难有人
帮、喜有人贺”，倡树“好人好报”价
值导向，激励更多的企业和公民成
为“商丘好人”团体和个人典型。

“商丘好人”协会会长黄伟介
绍，目前，该协会已吸纳120多家
单位和 4300 多名爱心公民加
入。协会根据每位“商丘好人”家
庭的实际情况，及时开展针对性
帮扶。属低保救助对象的，协调
民政部门帮助其纳入低保救助范
围。属救助致残人员的，协调市
残联认定其伤残等级并给予扶
持。属下岗失业人员的，协调人
社部门帮助其寻找就业岗位。子
女入学有困难的，协调教育部门
帮助解决其就学问题。因病致贫
的，协调有关企业和爱心人士结对
帮扶，捐款捐物帮助其治病就医。
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协调见义勇为
基金对其家属进行奖励，并协调社
会救助、帮扶。

截至目前，商丘各行业涌现出
典型性、代表性“商丘好人”12600
多名，800多人的事迹被中央、省
级媒体深度报道，118人入选“中
国好人榜”候选人，22人荣登“中
国好人榜”，27人荣登“河南好人
榜”，7人分别被评为全国、全省道
德模范或道德模范提名奖。

□记者 谷武民 赵振恒

本报濮阳讯 3月22日上午8
点半左右，濮阳县一小学发生踩踏
事故，致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学生
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具体事故
原因，当地政府部门正在进一步调
查。

3月22日一早，大河报记者接
到读者打来电话称，濮阳县第三实
验小学发生一起学生踩踏事故，多
人受伤，120急救人员正在现场参
与救援。

大河报记者赶到现场发现，多
名家长围在学校大门前，关心自己

的孩子情况如何。校园内一厕所
前围起了警戒线，现场有民警在维
持秩序。

据介绍，当地的多家医院参与
了救援。

昨日，濮阳县政府发出情况通
报显示，3月 22日上午 8点半左
右，濮阳县三实小发生一起学生踩
踏事故。截至15:00，事故共造成
22名学生受伤，其中1人在送往医
院途中死亡，5人重伤。受伤学生
已全部送往医院救治。

经初步查明，事故发生原因是
课间时间较短，学生集中去厕所，
拥挤导致踩踏。

事故发生后，该市、县领导高
度重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
援，要求有关部门对受伤学生全力
以赴开展救治，并奔赴医院看望受
伤学生。同时对相关工作作出安
排部署，要求立即成立事故调查
组，进一步查清事故原因；做好学
生家长安抚工作，对学生进行好心
理疏导；立即召开会议，向全县中
小学校进行通报，对校园安全工作
做出进一步安排部署；对濮阳县第
三实验小学实施改造，改善教学设
施条件；在认真查清事故原因的基
础上，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严肃
处理。

本报滑县讯 女子在
家人陪同下到滑县妇幼保
健院待产，可刚进医院女
子就想去卫生间，没想到
孩子竟“急不可耐”地出生
了。闻讯赶来的医生护士
立即将便池旁边的孩子给
抱起来，并对母婴及时救
助，医院也启动绿色通
道。昨日，记者对此事进
行了了解。

昨日上午10时30分
左右，记者联系上了医院
的杨主任，据其介绍，3月
20日下午6时左右，滑县
妇幼保健院一楼门诊大厅
旁边的厕所内突然有人喊
救命，喊得特别急切，还有
婴儿的啼哭声。值班的护
士和医生立即跑了过去。

据了解，孩子当时就
躺在便池旁边的地上，不
住地啼哭。产妇蹲在便池
边上脸色苍白，地上还有
大摊血迹。来不及犹豫，
护士朱艳丽立即上前将婴
儿小心翼翼地抱起来，让
产妇家属用衣物把孩子包
起来取暖。与此同时，产
房医生谷冰玉赶到了。

昨日下午6时30分，
谷冰玉告诉记者，她当时
上前对婴儿呼吸道进行了
清理，并熟练地结扎好脐
带，大家将母婴推到产房
做进一步处理。该院立即
启动绿色通道，快速为产
妇办理了入院手续。经过
医护人员齐心协力的抢
救，母婴得以平安。

“生的是个女孩，孩子
5斤6两，非常健康。”杨主
任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又联系上
了产妇的丈夫袁先生。3
月20日下午，他陪同妻子
来到医院待产，可刚到门
诊大厅还没来得及办理住
院手续，孟女士就觉得身
体不适，由于是第一胎，孟
女士把宫缩误以为是便意
就去了厕所。没想到孩子
竟然出生了，家属见状吓
得赶紧跑着呼救，这才出
现了开头那一幕。

“我妻子和女儿能平
平安安，真是太感谢那些
医生和护士了。”袁先生乐
呵呵地对记者说。

建设“好人文化”，让好人做了好事不吃亏

5家企业帮扶10名“商丘好人”
□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陈萌萌 文图

濮阳县一小学发生踩踏事故
1名学生身亡，5名学生重伤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滑县孕妇上厕所
孩子竟“着急”出生
幸好医生护士及时救助，母婴平安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结对帮扶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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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别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 科类
建筑工程技术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给排水工程技术

测绘地理信息类 工程测量技术 80
道路运输类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80

建筑设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古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
园林工程技术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
建筑经济管理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建设工程监理

房地产类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60
物业管理（物业设施管理）

财务会计类 会计（建设会计） 60
安全类 安全技术与管理 35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消防工程技术
电梯工程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建筑施工自动化）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技术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合计 2310

土建施工类 355

市政工程类 95

建筑设计类 585

建设工程管理类 555

建筑设备类
215

计算机类

60

130

自动化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