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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招生代码：10463
河南招生代码：
6105 6106
61076108 6109

●全国最具行业特色的四
大地方强校之一
●国家粮食局重点依托并
与河南省政府共同建设的
省部共建高校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
人才培养项目高校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优秀”的高校
●全国为数不多的主持修
订国际和国家技术标准的
高校
●河南省第一所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高校
●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
力建设工程入选高校
●首批“高等学校创新能
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
划）高校
●大部分专业在河南及多
个省市按本科一批招生录
取的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有关重要招生信息
●普通本科专业省内全

部按本科一批录取。除合作
办学6个专业外，其余专业
全部按本科一批录取，省内
本科一批录取专业总数达到
53个。

●录取批次设置较全。
我校几乎涵盖了省内招生录
取的所有批次，因此，各个分
数段的考生均可咨询、报考。

●分数优先前提下的志
愿优先分配专业原则。即先
按照考生投档成绩从高到低
排队，再根据考生所填报的
专业志愿顺序分配专业，不
设专业级差。

●艺术类专业综合分折
算规则。本科：（[文化课成
绩×40%]+[专业课统考成
绩×60%]）。专科：专业课
统考成绩+高考文化课成
绩。

●各批次报考建议。艺

术类批次：按照传统的志愿
优先投档，分数分布上有一
定程度的大小年特征。报考
时有一定的风险性，请考生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报考。本
科一批、本科二批：由于今年
我校把原普通收费本科二批
专业全部按本科一批录取，
2016 年及之前本科一批、本
科二批文、理科录取分数不
再具有主要参考价值。鉴于
我校本科一批招生专业和招
生计划增加的幅度较大，预
计河南省文、理科过本科一
批分数线的考生即可考虑报
考我校，被录取的可能性较
大。过本科二批分数线十分
以上的考生即可考虑报考我
校中外合作办学本科二批录
取专业。专科批：根据近年
来录取情况，过专科分数线
的考生即可报考我校专科批
次专业。

2017年河南工业大学在河南省招生录取批次及代码

招生代码 批次 层次 备注

6105 国家专项
计划本科批

定向招收国定38个贫困县区考生，文科、理科共53个
一本专业。学费：理科3700元/年、文科3400元/年

本科

本科本科一批
文科、理科共53个专业。学费：文科3400元/年、理科
3700元/年

6105

地方专项
计划本科批

录取文件规定资格的农村考生。文科、理科共32个一
本专业。学费：文科3400元/年、理科3700元/年

本科6105

艺术本科批 5个艺术类本科专业，1个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
费：5700元/年

本科6105

本科二批
文科、理科共6个本科专业，与英国威尔士大学、瑞丁
大学、台湾中原大学合作办学。学费：文、理：
14000-15000元/年

本科
6107

艺术专科批 3年制
专科

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合作办学，艺术设计、播音
与主持2个专业。学费：文科、理科：12000元/年

6107

河南工业大学与河南辅读中等职业学校合办，3个文
理兼收专科专业，就读地点：河南辅读中等职业学校
新校区，郑州市郑蔚路56号。学费：3600元/年

6106 专科批 3年制
专科

专科批 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合作办学，文科、理科共6
个专科专业，学费：文、理：12000元/年

6107 3年制
专科

2年制
专科

文、理共2个软件技术类专科专业，学费：文科、理科：
10000元/年

专科批6105

本科二批6109 本科
河南工业大学与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合办2个应用
性本科专业。就读地点：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郑州
市郑上路548号，学费：3700元/年

6108 本科二批 本科

河南工业大学与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办学漯河工学
院，就读地点：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漯河市大学路123
号。市场营销专业学费：3400元/年，食品营养与检验
教育专业学费3700元/年。

注：2017年具体招生录取批次、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详见当年的河南招生考试
之友或河南工业大学招生网最新数据（网址：http://zs.haut.edu.cn）

2017年河南工业大学在河南省招生录取批次及代码

招生代码 批次 层次 备注

6105 国家专项
计划本科批

定向招收国定38个贫困县区考生，文科、理科共53个
一本专业。学费：理科3700元/年、文科3400元/年

本科

本科本科一批
文科、理科共53个专业。学费：文科3400元/年、理科
3700元/年

6105

地方专项
计划本科批

录取文件规定资格的农村考生。文科、理科共32个一
本专业。学费：文科3400元/年、理科3700元/年

本科6105

艺术本科批 5个艺术类本科专业，1个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
费：5700元/年

本科6105

本科二批
文科、理科共6个本科专业，与英国威尔士大学、瑞丁
大学、台湾中原大学合作办学。学费：文、理：
14000-15000元/年

本科
6107

艺术专科批 3年制
专科

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合作办学，艺术设计、播音
与主持2个专业。学费：文科、理科：12000元/年

6107

河南工业大学与河南辅读中等职业学校合办，3个文
理兼收专科专业，就读地点：河南辅读中等职业学校
新校区，郑州市郑蔚路56号。学费：3600元/年

6106 专科批 3年制
专科

专科批 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合作办学，文科、理科共6
个专科专业，学费：文、理：12000元/年

6107 3年制
专科

2年制
专科

文、理共2个软件技术类专科专业，学费：文科、理科：
10000元/年

专科批6105

本科二批6109 本科
河南工业大学与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合办2个应用
性本科专业。就读地点：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郑州
市郑上路548号，学费：3700元/年

6108 本科二批 本科

河南工业大学与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办学漯河工学
院，就读地点：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漯河市大学路123
号。市场营销专业学费：3400元/年，食品营养与检验
教育专业学费3700元/年。

学校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莲花街100号（莲花街校区）、郑州市嵩山南
路140号（嵩山路校区），郑州市中原西路195号（中原路校区）。

学校网址：www.haut.edu.cn 电子邮件：zb@haut.edu.cn

咨询电话：0371-67756015/016/017/018/019/020/025 传真：0371-67756023河南工业大学掌上高考

河南工业大学微信号

精准扶贫，大河报助学在行动
四大爱心行动，为620名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记者 牛洁

核心提示┃精准扶贫，成为近两年的“热词”。精确识别、
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事实上，大河报助学行动，做的就是教育
领域的“精准扶贫”。

今年，大河报继续联合浙江利群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省慈善总会，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河南省老
区建设促进会（以下简称河南省老促会）开展助学行动。面向
今年参加高考的河南考生，寻找620名寒门学子，帮他们圆
大学梦。报名通道已开通，大河有爱，愿青春无悔、梦想无憾。

2011年，大河报利群阳光
助学行动启动。6年时间，惠及
1200余名河南寒门学子。

今年，大河报再次携手浙
江利群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河南省慈善总会，启动2017
年大河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

面向河南寻找 100 名品学兼
优、家庭贫困的今年高考本科
录取新生（不含免学费专业），
一次性资助每名“利群阳光学
子”助学金5000元，原则上不
与其他公益活动重复资助同一
名学子。

100名贫困生，每人可获5000元

今年，是河南省宋河老子
国学教育基金会百万助学的第
七个年头。

该基金会是由河南省教育
厅主管，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一家非公
募基金会组织。其宗旨是弘扬
国学、资助教育、帮助家境贫
寒、品学兼优的学生完成学业。

今年，河南省宋河老子国
学教育基金会又一次出资200
万元，开展“传递爱·让梦想飞”
2017级家庭特困大学生资助活
动。旨在资助我省今年考上大
学的特困生，每人1万元，报名

时间7月20日截止。
申请者须符合以下条件：

家庭确有特殊困难，主要是被
确定为精准扶贫对象并建档立
卡的家庭和个人。特别贫困的
孤儿，特别贫困的单亲家庭，父
母或其中一人因病、因残丧失
劳动能力，家中偶发重大灾难
等学生。此外，申请学生必须
是河南省户籍且参加2017年
全国高招统考的学生；高考成
绩达到国家确认本科二批分数
线，并获得所报考学校的录取
通知书；未接受其他个人或组
织的捐助。

200名特困生，每人可获1万元

除了对以上特困生的资助
外，为加大支持革命老区脱贫攻
坚力度，提升革命老区教育水
平，经河南省老促会研究，将在
我省10个革命老区县（固始、新
蔡、伊川、叶县、舞阳、方城、潢

川、光山、新县、沈丘）中，资助
200个特困家庭中品学兼优的
学子，由河南省老区建设基金会
出资100万元，每人5000元。

资助对象的推荐工作由各
县老促会负责实施、严格把关。

申请者须为上述10个革命
老区县、乡、村中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庭中的学生；参加2017
年全国高招统考，获得国家统
招计划本科高等院校录取通知
书。

120名革命老区贫困生，我
省12所省属高校免其大学期间
学费。

今年，针对贫困革命老区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子，河南省老促
会与河南省教育厅联合推出免
除大学期间学费政策，资助名额

共120人。申报资助的学生，必
须是国家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
和国家及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的学生。

这一政策主要面向河南省
12所省属高校，包括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

师范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
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河南中医药大
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州轻
工业学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

【注意事项】
●（1）可拨打电话0371-65795663、65795656报名，请在工作日（周一至周

五）、工作时间（9：00—12:00；15:00—18:00）拨打；（2）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大河报教育在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对话框下方的“爱心助学”，根据提示进
行报名。

●将报名所需材料邮寄至“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
报社605爱心助学小组”报名，邮编450008，电话如上。申请者邮寄材料时，务
必留下联系方式，方便后期核实信息。

●申请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河南省老促会资助的，可向当
地老促会报名。

爱心礼包11

爱心礼包22

200名老区贫困生，每人可获5000元爱心礼包33

120名革命老区贫困生，免费读大学爱心礼包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