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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化、国际化，拓展学生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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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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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院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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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互联网金融、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物流管理、商
务智能技术、ERP实施咨询顾
问、会计电算化等专业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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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德国等世界上先进的
教育理念，优质的教师、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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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深造提供途径。

4．校企合作。学院与IBM、
HP、Oracle、华为和无锡软件园
等知名IT企业和软件园区合作，
建立校内外实训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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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部分课程由外教授课，不
少于1/3的专业课程采用双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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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低得多，且入校后享受的条件
一样，甚至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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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学生到校后能享受优
质的专业教育。

2．出路广。国内专升本，
获得本科文凭；出国留学升本、
读研究生，成为国际化专门人
才；到 IT企业就业，就业形势
好，工资待遇高；报考公务员、
参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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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学制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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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试托福
或雅思，去印度出国留学的同
学，英语免试。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目前在校生2300余人，拥有
三个硕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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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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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樊雪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概况

2017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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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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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金融信息化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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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信息化方向）
（引进印度班加罗尔大学本科课程）
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网站规划与设计方向）
计算机信息管理
软件技术(Java方向)

科类

理工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人数

130

60

70

70

240

160

210
160

招生代码

6080

6222

6220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答考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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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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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考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高职高专有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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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需具备哪些条件？

填报高考志愿，有哪些注意事项？

大河报为您送上“完美攻略”
□记者 牛洁

核心提示┃6月25日零时开始，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网上志愿填报系统也于当天开通。填报志愿时，容易出现哪些错
误?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大河报记者多方搜集，整理了一份志愿填报手册，为您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考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
的密码，不要把密码透露给他
人，更不要让他人代替填报志
愿。如忘记密码，可利用河南
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
台的“忘记密码”功能进行密

码重置，无法重置的，普通类
考生请本人持准考证和身份
证到报名所在地的招办重置，
对口招生、专升本考生本人持
准考证和身份证可到就近市
县招办重置。

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志愿填报，填报时间截止
前可以进行不超过两次的修
改，以网上最后一次保存的为准，
填报时间截止后将无法更改。

网上填报志愿后，县（市、
区）招办将依据考生网上保存
的志愿信息，打印出志愿表，

由考生本人在规定时间内签
字确认，并存入考生档案。志
愿经考生签字确认后，录取时
不得放弃。对口招生、专升本
志愿和各批次的征集志愿，网
上保存后不再签字确认，以网
上最后一次保存的志愿作为
投档依据。

本科一批、二批、高职高
专批、专升本和对口生直接填
报平行志愿，要考虑在高校顺
序上保持一定的梯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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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建议
考生尽可能填满专业志愿，并

选择服从专业调剂。
此外，为解决同一高校专

业间因学费标准差别较大等
因素而产生的专业生源不均
问题，部分高校按学费标准将
本校较高学费专业集中单列，
排列在本校普通类专业之后；
类似情况还有，少数高校将医
护类专业、农林矿类等专业单
独列出为一类。在同一高校
志愿栏只能选择其中一类专
业，不能跨类选择专业，专业
调剂在所报专业类内进行。

录取时对生源不足的学
校，将公开征集志愿。届时，未
被投档且满足成绩等要求的考
生，可选择填报征集志愿。

考生应确认自己尚未被
任何院校录取，已被录取、预
录取及阅档状态的考生不可
填报。剩余计划量大的院校

或专业可能会降分征集志愿，
考生应查阅拟报高校招生章
程的对应内容。征集志愿投
档时，以当次征集的志愿为投
档依据，即使原来报有这些学
校志愿，也须重新填报。除了
艺术类外，征集志愿均按平行
志愿投档。

录取通知书由录取学校
根据省级招办远程录取网上
核准的录取考生名册发放。

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应通过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或到
县（市、区）招办查询确认。

在高校招生期间，一些不
法分子和中介组织利用考生
求学心切和家长望子成龙的
心理，打着种种幌子以谋财为
目的，进行招生诈骗活动。

其主要伎俩有：冒充高校
招生人员，或谎称自己是院校
招生代理，与学校领导和招办
人员有“特殊关系”，标榜或暗
示可帮人上大学；故意混淆自
学考试、成人高考、网络教育
与普通高校招生的区别，蒙骗
考生；声称“低分高录”，有办
法让不够一本的考生进一本
院校；炮制所谓“小计划”“外
省指标”“内部指标”等借口哄
骗；打着“定向招生”“自主招
生”“单招”的幌子诱骗；扬言
录取不用网上操作，直接把纸
介质档案交给他们，再交几万
元钱，一切都可搞定。

“过去曾有个别考生或家
长因轻信别人的承诺，上当受
骗，教训深刻。考生及家长要
高度警惕，切莫轻信，防止陷
入骗局。”河南省招办相关工作
人员提醒，一旦发现可疑情况，
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举报。

问题
11 如果忘记密码，怎么办？

问题
22 志愿可以修改吗？

问题
33 填报平行志愿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问题
44 填报征集志愿时，需要注意什么？

问题
55 如何确认自己被录取？

温馨提醒

警惕和防范
招生诈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