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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志愿AⅡⅡ·03

今年我省考生分三次填报志愿
艺术类本科志愿调整为三个批次

高招录取7月8日启动
分7个批次进行

根据要求，全省统一高招
录取将于7月8日正式启动，
分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
本科批、本科一批、地方专项
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专科
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批（非艺术
类）等7个录取批次。平行志
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
循志愿，一轮投档”。即：由高
考成绩总分加上照顾政策分
值后生成排序成绩，按排序成
绩分科类从高分到低分排定
位次，然后按位次优先的原
则，根据考生平行志愿的自然
顺序从前到后进行检索，一经
检索到计划未满额的学校，即
向该校投档；排序成绩相同的
考生，依次按语文、数学、外语
听力成绩排序。

录取时对生源不足的学
校，将面向考生公开征集志
愿。届时未被投档且满足成
绩等条件要求的考生可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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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填报须在规定时间完
成，慎点“放弃志愿”按钮

根据要求，网上志愿填报
系统于6月25日8：00开通，截
至7月10日18：00，考生必须
完成志愿填报并保存，在规定
的截止期前可以进行不超过两
次的修改，以网上最后一次保
存的志愿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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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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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若想放弃所填志愿，

可以在志愿浏览页面点击“放
弃志愿”按钮。招办特别提醒
考生和家长注意，普通类本科
提前批、艺术类本科各批次、
体育类本科批共用一个“放弃
志愿”按钮，一旦点击，则上述
类别的这些批次全部放弃，不
能再填报。如果仅放弃其中
某一类别志愿，想改报其中另
一类别志愿，在不超过修改次
数限制前，可直接改报，无需
放弃。普通类专科提前批各
类别、体育类专科、艺术类专
科共用一个“放弃志愿”按钮，
操作办法同上。

（上接AⅡ·02版）

省招办提醒，填报特殊
志愿须注意这些事项。填
报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
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志愿
应注意，通过相应专项计划
资 格 审 核 的 考 生 方 可 填
报。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
专项计划均单独设立批次，
原则上执行本科一批分数
线。高校专项计划纳入特
殊类型招生志愿，考生应按
特殊类型招生志愿填报。
考生如同时符合三个专项
计划的资格，志愿可兼报。

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
团、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专
项计划等志愿填报时，已取
得相应报考资格的考生，可
填报 1 个相应的高校志愿。
高水平运动队考生，其取得
资格的高校无论在哪一批
次录取，选报该志愿必须填
在 特 殊 类 型 招 生 志 愿 栏
内。定向就业招生专业在
本科一批、本科二批等实行
平行志愿的批次中，须填报
在相应批次所规定的定向
志愿栏中；普通类本科提前
批中，定向就业招生专业填
在第一院校志愿栏。填报

定向西藏、定向免费本科医
学生志愿后，系统将直接在
志愿浏览页面显示打印承
诺书按钮并发送只读邮件
提醒，考生需自行打印签
字，在志愿签字确认时同时
递交承诺书，免费本科医学
生还应同时提交资格审核
相关证明材料。

此外，在普通类本科提
前批志愿中，专设军队招飞
志愿，参加军队招飞全面检
测合格考生方可填报。军
队招飞志愿未被录取该志
愿，可参加本科提前批次其
他志愿投档。艺术类本科
与非艺术类的本科批次录
取同时进行，在本科提前批
不能兼报，其他批次如出现
兼报，按照各批次投档录取
时间安排顺序进行投档。
专科提前批包括艺术、体
育、定向培养士官、空乘、航
海、医学等有特殊要求的专
业类别，各类别不得兼报。

少数民族预科班志愿
的考生可选报一个招收预
科班的高校。如果分专业
方向，每个高校可填报 1~5
个预科班专业方向。

填报特殊志愿，这些事项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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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轻工业大学

●大学5600人，其中，
普通本科 3660 人，艺术设
计学院500人，中外合作办
学480人，软件类930人，体
育类30人。

● 易 斯 顿 美 术 学 院
650人。

●与济源职业技术学
院联办100人。

招生咨询电话：
0371-63925110 63557508

教学团队师资雄厚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400
余人，副高级职称以上教师
800余人，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700余人，硕士及以上学位教
师的比例达到90%以上。

有双聘院士、国家“千人
计划”人选、国家“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中原学者、省级特
聘教授、河南省“百人计划”
人选、享受政府津贴专家、省
管优秀专家、省级中青年骨
干教师、省厅级以上学术技
术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200
余人。拥有8个省级教学团
队。

办学特色鲜明

学校办学特色鲜明，学
科优势突出。是河南省博士
学位授予重点立项建设单

位，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
地。拥有14个一级学科硕士
授权点，11个二级学科硕士
授权点，18个专业硕士学位
授权点，有同等学力申请硕
士学位授予权，有14个省级
一级重点学科、3个省级二级
重点学科。与华中科技大
学、美国奥克兰大学等国内
外知名高校联合开展博士生
培养。

学 校 设 有 23 个 学 院
（中心），66个本科专业，其
中 6 个专业具有双学位授
予资格，4个国家级特色专
业，1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2个专业通过
教 育 部 工 程 教 育 专 业 认
证，6 个教育部“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
业，14个省级特色专业，13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专业。

科技创新能力突出

学校设有3个院士工作
站。设有河南省环境污染治
理与生态修复协同创新中
心、河南省食品生产与安全
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信息
化电器重点实验室、河南省
表界面科学重点实验室、河
南省机械装备智能制造重点
实验室、国家烟草专卖局烟
草工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
室、应急平台信息技术河南
省工程实验室等省部级学科
平台27个，加入了河南省国
家大学科技园。拥有14个省
部级科技创新团队、12个厅
（市）级科技创新团队。

近五年，学校承担包括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各
类纵横向科研项目1900余

项，其中承担国家级科研课
题260余项，获国家级科技
进步二等奖3项、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
励90余项。自然科学研究
论文被 SCI/EI 收录的数量
达10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
材 400 余部，授权专利 250
余项。

新时代，郑州轻工业大
学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以提高质量为主题，以人
才培养为中心，以学科建设
为龙头，以科技创新为支撑，
以队伍建设为保障，深化综
合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努力建
设以工为主、特色鲜明、优势
突出、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轻工
业大学。

2019年招生计划

郑州轻工业大学官方微信

郑州轻工业大学官方微博

郑州轻工业大学，创建于1977年，原隶属国家轻工业部，是国家为培养行业高级人才在全国设立的八
所轻工类本科高校之一。1998年转为中央和河南省共建，以河南省管理为主。2011年成为河南省人民政
府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共建高校，是河南省重点支持建设的骨干高校。

建校以来，学校秉承“为之则易、不为则难”的校训，不断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已经成为一所以工为主，
工、理、文、艺、经、管、法、教、农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普通本科院校。学校现有研究生、本科生等各类在校生
近23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