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2017年招生章程
为了保证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普通本科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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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部及
河南省有关规定，结合郑
州大学体育学院实际情
况，制定本章程。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招生工作在郑州大学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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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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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 南 省 内 招 生 代 码
6004)，注册地址为郑州
市惠济区银河街2号，邮
政编码450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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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来已培养各类体育
专门人才近20000人，国
内外知名运动员100多
人。目前在校全日制研
究生、本科生6200余人。

学历学位证书的发
放：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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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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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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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士学
位”。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主校区位于河南省郑州
市惠济区银河街2号，占
地面积400余亩；登封校
区位于登封市大禹路
146号，占地面积300多
亩。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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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专业录取规则如下：
（一）体育类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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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文化课成绩和专业成绩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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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从高到低录取。报考体育教育
专业（对口招生）的考生必须参加河
南省 2017 年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
试，录取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
好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收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工作的通知》和
《2017年普通高校对口招收中等职
业学校应届毕业生实施办法》文件执
行。录取时按科目总分从高到低录
取，科目总分并列时按术科成绩从高

到低择优录取；术科成绩并列时按文
化课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文化课
成绩并列时，按照语文英语合卷分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语文英语合卷分并
列时，按照数学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二)艺术类专业:音乐表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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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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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专业:新闻学、公共事业
管理、旅游管理、英语专业，在本科二
批次录取。高考成绩达到规定分数
线，按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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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院执行国家和河南省规定
的加分政策。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的有关规定。

收费标准：
体 育 类 专 业 每 生 每 年

3700元；音乐表演专业每生每
年5700元；其他专业每生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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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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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3631500
学院网址：

http：//www.peczzu.edu.cn
电子邮箱：
zhaosheng@peczzu.edu.cn
学院本部地址：郑州市惠

济区银河街2号，邮编450044
登封校区地址：登封市大

禹路146号，邮编452470

对于媒体公布的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招生章程，如内容
理解有误，以教育部“阳光高
考信息平台”公布的招生章程
为准。郑州大学体育学院以
往有关招生工作的政策、规定
如与本章程相冲突，以本章程
为准，原政策、规定即时废止；
本章程若与国家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相抵
触，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本章程解释权归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招生就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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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本志愿合并录取该咋报？
河大招生办副主任为您支招：可参考往年录取位次
□记者 樊雪婧

核心提示┃高考成绩尘埃落定，考得好还是考得差都已成“历史”。近几日，86万个高考家庭
谈论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志愿填报。

今年，我省高考首次实行二、三本合并录取。那么，二、三本合并后，会对分数线有什么影
响？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些什么呢？为此，记者第一时间找到河南大学招生办副主任田
岐立为您支招。

二、三本合并，录取分数线将趋同往年三本线

今年，河南省首次将本科二
批与本科三批合并录取，合并
后，今年河南省二本线分数降至
389分，二本线与一本线之间的
分差增大至127分。

合并后，二本批次考生最多
可以填报9个学校志愿，而往年
最多可以填报6个。

同时，合并后，省内院校大
批专业调整至一本批次招生，二
本批次录取的学校数量及招生

计划也大幅增加，所以，不少院
校的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较之
往年会有所调整。“二本批次院
校数量增多，提醒该分数段的家
长和考生，认真查看招生计划和
专业。”田岐立建议，报考前一定
要了解清楚所选报学校的办学
类型、办学历史、办学条件、办学
地点及收费标准等各种情况，综
合考虑这些因素，在选报学校时
做到心中有数。

“虽然新政策带来变化，但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本科二批
依然按照平行志愿进行投档录
取，平行志愿的填报方法及投档
规则依然保持不变，所以，各大
高校往年投档录取的分数位次
大致是稳定的。”田岐立提醒考
生，不要以分数为依据，而要注
意分数所在的位次，可以将高校
往年录取分数位次作为报志愿
的主要参考依据。

往年录取位次仍可作为参考

那么，考生又该如何报考
呢？田岐立也给出了建议。

首先，报考前应清楚平行志
愿的投档和录取规则，把握填报
方法。在院校志愿填报顺序上
要保持一定梯度，一般来讲应按
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
原则，把较为向往但有录取难度
的学校放在靠前志愿（1～3位），

把较为满意并有一定录取把握
的学校放在中间位置（4～6位），
把可以接受并有较大录取把握
的学校放在靠后位置（7～9位），
同时最好要填满院校志愿，这样
填报是比较科学的，投档和录取
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需要关注的一点是，由于
今年我省二本、三本首次合并录

取，招生结构发生变化，也可能
会伴生一些新的情况，少数院校
的投档录取分数较之往年也可
能会有些许浮动，比如，一些办学
特色鲜明，专业比较“热门”，综合
实力较强，考生比较青睐的高校，
今年在二本批次录取后，如果报
考的人数较多，其投档录取分数
就会随之提高。”田岐立说。

影响

建议

“今年有补录吗？”“我想去香港上大学，报志愿有讲
究吗？”除了常规的志愿填报，这些“特殊”志愿的疑问，大
河报记者一一为你解答。

热点疑问 “特殊”志愿报考往这看

【疑问1】本专科均不补录

今年，我省在常规录取结
束后，本、专科层次均不组织
补录。因此，大河报记者提醒
准备“捡漏儿”的考生注意：请
认真把握录取机会。

据了解，本科一批、二批
和高职高专批平行志愿投档
后不再补充投档，计划余额统
一征集志愿。对高职高专批
次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延长征
集志愿时间，增加征集志愿次
数，届时请考生关注征集志愿

时间安排。
在每批投档结束后，向

社会公布计划余额，公开征
集志愿。计划余额不大的高
校，在分数线上征集志愿；
计划余额大的高校征集志愿
时降分备档。征集志愿后线
上生源仍不足的，降分投
档，降分幅度一般不超过20
分。当次征集志愿的计划只
按考生当次所报的征集志愿
投档。

【疑问2】 18所港澳高校在豫招生

今年，香港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等12所高校和澳门大
学、澳门理工学院等6所高校
在我省招收本科自费生。考
生均须参加今年全国普通高
校招生统一考试。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文
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2所高
校按照内地高校统一招生形
式招生，统一安排考生填报志
愿、统一实行远程网上录取。

报考其余16所高校的考生，
还需按照香港高校的要求报
名、参加学校单独组织的笔试
和面试，由学校根据考生高考
成绩和本校对考生的单考成
绩录取新生。

而报考澳门院校的考生，
6月30日前登录澳门高校网
站，按要求直接向学校报名，
高校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本
校相关要求录取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