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招生大咖做客“大河考学季直播间”,教考生如何填报志愿

平行志愿要拉开梯度、选择调剂

清华大学
拟在豫招生100人，

新增“丘成桐数学英才班”

今年清华大学在河南投
放计划100人，其中，统招计划
理科59人，文科2人；专项计
划理科29人，文科2人；定向
生计划8人，定向专业均在提
前批次录取。清华大学河南
招生组组长谢旭东做客直播
间带来最新招生信息。

他说，去年高考实际录取
人数比计划数扩招超过66%，
招生总数达到206人，连续5
年成为清华大学京外招生人
数第一大省。

此外，2018年起清华招收
“丘成桐数学英才班”，符合条
件的普通高中二年级在读学
生及三年级应届毕业生均可
报名，2018 年拟招收不超过
15人。数学英才班由丘成桐
先生担任首席教授，依托清华
大学数学系和数学科学中心
的一流数学师资和全校的优
质教学资源，为学生制订个性
化培养方案。

北京大学
在豫招生140人，理

科全省前80名、文科全省
前40名报考有希望

北京大学河南招生组副
组长周笑雪介绍，北京大学今
年计划在河南招生140人。其
中，理科92人，本科一批66人
（含医学部41人），提前批小语
种5人，提前批定向（邓稼先实
验班）3人，专项计划18人（含
医学部10人）；文科48人，本
科一批32人，提前批小语种6
人，专项计划10人。

多少名可以报考？参照
往年情况，理科一批次录取在
全省80名左右，文科一批次在
全省40名左右。

她说，北京大学有人文、
社科、经管、理学、信息工程、
医学等六学部。目前，开放学
校范围内的跨专业，学生可自
由选择课程，完成辅修专业规
定的课程和学分，就可获得主
修和辅修专业合一的毕业证
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在豫招生101人，全

省前 660名的考生报考
有保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就
处处长杨锋介绍，2018年，该
校在河南省投入的录取计划
总数保持稳定不变为101个，
其中提前批61个，一批次30
个，贫困地区专项10个。

“我们学校不设专业极
差，专业之间并无高低贵贱，
只是考生的志趣意愿差异而
已，所有专业都以平等条件招
生。”杨锋说，凡是投档进入该
校的考生，绝对不会以身体条
件不符合、学科基础不扎实、
分数有差距等原因退档，也就
是说，进档就100%录取。

专业选择上，他建议考生
以长远规划来选择，如果对未
来发展比较明确，选择具体专
业报考。如果对未来发展不
明确，可以选择报考偏基础的
专业，如数学和物理。此外，
大学期间，学生有三次转专业
机会。“不要盲目追求热门专
业，现在最热门的专业，四年
后不一定还热门。学好基础，
以不变应万变。”

多少分能够被中科大录
取？杨锋建议，考生参考近三
年中科大在河南招生的分数
线情况，推荐全省前660名的
考生报考比较有保障。

哈尔滨工业大学
招生330人，理科全

省前2400名报考，保证
不调剂专业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在
河南录取330人。

那么，多少名能够报考
呢？哈尔滨工业大学河南招
生组组长尹立一表示，每年录
取分数线都有变化，建议考生
结合分数线和名次综合考
虑。2016年，河南理科一批录
取在2800名左右；2017年，理
科一批本部录取622分，全省
3000名左右，威海校区录取在
10000名左右。

他还带来一个好消息：今
年，哈工大为河南考生提供保

证专业志愿的特殊政策，即全
省2400名之前理科考生报考，
保证专业志愿不被调剂。

此外，尹立一表示，大一阶
段，所有大一学生都在基础学
部统一管理培养；结束后，所有
学生都有资格申请转专业。

“专业选择上，建议考生根
据个人兴趣选择。”针对志愿填
报，尹立一特别提醒，平行志愿
中，一定要留住保底院校，同时
选择同意调剂专业，因为大学
里有很多机会转专业，对于考
生来说，多了一条路。

天津大学
招生303人，学生专

业服从调剂，提档不退档

访谈中，天津大学河南招
生宣传组组长倪雁冰介绍，今
年，该校在河南共招收303人，
比去年增加8%，其中，理工类
276人，提前批次70人，国家
贫困专项37人，高校专项23
人；一批次计划录取146人，文
科18人，艺术类9人，动画5
人，环境设计4人。

在录取政策上，倪雁冰表
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专业
之间没有级差。“我们原则上
认可各省级招办的全国性政策
性加分规定，按各省级招办的
投档分录取，并按投档分分专
业；实行平行志愿的地区，提档
比例一般不超过招生计划的
105%，学生专业服从调剂，体
检合格，我校提档不退档。”

多少名次可以报考？倪
雁冰建议，理工类排名4500名
左右有把握；今年增加18个指
标，建议排名1000名左右考生
报考。“我校在提前批次中计
划70名，提前批次录取不影响
一批次录取，建议报考。”

南京大学
招生105人，基础学

科志愿填报率正逐年增加

2018年，南京大学面向河
南省本科招生105人，比去年
增加3人，其中文科28人，理
科77人。在今年招生计划中，
在河南新增提前批次计划15

名，普通计划60名，贫困地区
专项30名。

南京大学河南招生组负
责人宫玲琳说，南京大学今年
首次在河南设置提前批次计
划，共15名，均为南大优势专
业，其中大气科学类4名、地理
科学类4名、地质学类4名、临
床医学（本硕连读）3名；增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方向）专业，面向河南地区招
生；理科试验班（大理科班）首
次在河南投放招生计划。

“我校不设专业级差，承
诺进档并服从专业调剂，学校
不退档。”宫玲琳说。

多少名可以报考呢？她
建议参考往年分数线和排
名。2017年，南京大学在河南
文史类录取分数线631分，全
省排名177名；理工类录取分
数线648分，全省排名730名
左右。

专业选择上，宫玲琳建
议，冷热兼顾，在专业志愿中
形成符合自己特点覆盖面。

“所谓热门冷门专业是相对变
化，提醒考生注意，随着社会
需求和人们认知的改变，部分
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化
学、中文等反而受到考生的青
睐，第一专业志愿填报率正在
逐年增加。”

河南理工大学
第一志愿报考被录

取，最高可免4年学费

河南理工大学招生就业
处副处长桑俊勇介绍，今年，
该校在河南省计划招收7726
人，其中本科 6926 人，专科
800人。

其中，75个专业在河南省
全部列入本科一批招生，计划
招收6092人。本科二批招生
中，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计划招
收249人；与学校联办的鹤壁
工程技术学院，计划招收240
人；联办的平煤工程技术学院，
计划招收100人；校本部的网
络工程专业，计划招收120人。

他说，今年，学校自动化
类、电子信息类等14个学科进
行大类招生，涵盖34个专业。
填报志愿时只选择学科大类

名称，入校后经过1~4学期的
基础学习，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学习成绩、兴趣爱好和市场需
求申请选择相应专业进入专
业课程学习。此外，学校允许
学生转专业，可在大学一年级
的第二学期开学初两周内提
交申请转专业。此外，他还带
来一个好消息：第一志愿报考
学校，被录取且按时入学报到
注册的优秀新生，以奖励学费
等形式给予奖励，最高可获得
4年学费奖励。

“目前，我省执行平行志
愿，为了增加录取机会，考生
用好志愿表，尽量把志愿填满
的同时拉开梯次，冲一冲、稳
一稳、保一保。”

中原工学院
招生 6160 人，本科

批次招生3778人

中原工学院招生工作处
副处长李红宇做客访谈，2018
年，该校面向全国30个省（区、
市）招生6160人。其中，面向
河南在六个批次招生，其中，
本科批次招生3778人，高职高
专批300人。

李红宇介绍说，今年，该
校在河南本科一批招生专业
数量和招生计划大幅增加，本
科一批招生专业由去年的9个
增加到30个。

“学校有9大学科门类，63
个本科专业。实施大类招生，
有专业分流和转专业的政策，
还提供有专业双学位的学习
机会。”李红宇说，今年，共有
电子信息类、航空类、机械类、
材料类、计算机类、数学类等
六个大类实行大类招生，涵盖
15个专业。

此外，学校新增3个按大
类招生的本科专业——包括2
个航空类专业，分别是：飞行
器控制与信息工程、无人驾驶
航空器系统工程，1个计算机
类专业——信息安全，这3个
新增专业在河南均为一本招
生。

李红宇说，中原彼得堡航
空学院3个本科和软件学院软
件工程专业在河南也列入一
本招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核心提示 | 25日零时，2018年河南高考成绩放榜，志愿填报系统同步开启。咋样能在“最保本”的情况下冲一冲？如何在众多专业中选择属
于自己的那个？志愿填报的诸多问题成为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话题。

6月23日、24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河南理工大学、中原工学院等高校的招生负
责人陆续做客“大河高招访谈”，详解学校招生政策，为考生志愿填报带来锦囊妙计。

部分高校
在豫招生情况

清华大学 招生100人，统招计划理科59人，文科2人；专项计划理科29人，文科2人；定向生计划8人
北京大学 招生140人,理科全省前80名、文科全省前40名报考有希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招生101人，全省前660名的考生报考有保障
哈尔滨工业大学 招生330人,2017年理科一批录取的考生在全省3000名左右
天津大学 招生303人,理工类排名全省4500名左右报考有把握
南京大学 招生105人,2017年文史类录取的考生在全省177名、理工类录取的考生在全省730名左右
河南理工大学 招收7726人，其中本科6926人
中原工学院 招生6160人，其中本科377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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