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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州商品房购
房者拿到自己“房本儿”的
时间有望进一步压缩。郑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近日
正式对外宣布，郑州市内八
区（金水、二七、管城、中原、
惠济五区，及郑东、高新、经
开三个开发区）商品房首次
转移登记业务（即商品房购
房者首次办理不动产登记
证书）今后可以通过网络进
行申请、办理了。

今年上半年，郑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内部成立了
一支“蓝军”——网络分中
心。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网络分中心正式成立之前，
郑州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已
经实现了预告登记业务的
网络办理。而近日，该分
中心又将首次转移登记这
一直接决定购房者拿到自

己不动产登记证书的业务
实现了网络批量申请、受
理。

在前期测试时，通过网
络办理了首次转移登记业
务的郑州万科南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
彬琪告诉记者，在该业务实
现网络申请后，开发商在合
同网签后，便可根据自己的
工作安排，24小时随时上传
相关资料，大大节省了此前
重复的等候时间。

对此，记者也从郑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到，在
前期试运行阶段，该中心已
通过网络审核、办理了约
3000件首次转移登记业务，

“试运行阶段效果初显，对
比此前人工审核，网络受
理、网络审核的时效明显提
高。”网络分中心相关负责
人这样对记者说。

郑州不动产
又有新业务可“网上办”
商品房购房者有望更快拿到“房本儿”

本报讯 郑州到伦敦，跨
越洲际约9000公里，昨日起
被重新定义为仅“10个小时左
右的距离”。

6月25日下午4点19分，
由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下简
称南方航空）执飞的CZ653/4
次航班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正式起航。10个小时后，这架
飞机按照计划将飞抵伦敦希
思罗机场，郑州至伦敦（代码
共享至卢森堡）航线正式迎来
首航。该航线计划每周两班，
飞行时间10~11小时。航班

时刻为（当地时间）：每周二、
六的16：10从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起飞，当地时间20：10到
达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当天
22：10从伦敦希思罗机场返
回，次日15：20回到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

南方航空方面介绍说，代
码共享是指一家航空公司的
航班号（即代码）可以用在另
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上，上述
航线，在郑州至伦敦航段由南
航执飞，伦敦至卢森堡航段则
由其他航空公司执飞。对于

旅客来说，只需购买一张机
票，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后，
再凭票换乘前往卢森堡的航
班即可。

据了解，南方航空郑州至
伦敦航线使用波音787“梦想
客机”执飞。首航采访现场，
执行首航任务的南方航空主
任乘务长祁敏锐告诉记者，该
机型为两舱布局，可利用座位
数为 265 个，其中公务舱 18
个。祁敏锐还介绍说，郑州至
伦敦直飞航线首航上座率非
常高。“18个公务舱中有6位
乘客，经济舱全满。”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执
飞郑州直飞伦敦航班的首航
机长钱奕宁，也是一位郑州
人，家住金水区红旗路附近。
同时，他还保持着两项与波音
787 型客机相关的记录——
2013年，当南方航空在国内
所有航空公司中最先拥有波
音787型客机时，钱奕宁既是
国内首批获得驾驶该型号飞
机驾驶资质的飞行员，也是当
时这批飞行员中年龄最小的
一个。“能带着家乡父老坐着
首航飞机抵达大洋彼岸，这个
航程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
钱奕宁说。

航班首航 郑州到伦敦只要10小时
每周二、六两班 首航机长是位郑州人

在众多媒体记者的注视下郑州首班直飞伦敦的航班起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文 吴国强 摄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专业名称 计划数 招生层次
工程测量技术 35 专科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72 专科
建筑工程技术 63 专科
消防工程技术 30 专科
工程造价 82 专科
市政工程技术 30 专科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60 专科
数控技术 30 专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 80 专科
无人机应用技术 50 专科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85 专科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35 专科
汽车电子技术 35 专科
汽车改装技术 35 专科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70 专科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10 专科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43 专科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185 专科
空中乘务 49 专科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32 专科
航空物流 31 专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80 专科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60 专科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45 专科
物联网应用技术 40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5 专科
计算机网络技术 56 专科
金融管理 48 专科
财务管理 76 专科
会计 109 专科
市场营销 85 专科
汽车营销与服务 77 专科
电子商务 95 专科
物流管理 62 专科
酒店管理 30 专科
金融工程 100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80 本科
机械工程 120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65 本科
机械电子工程 100 本科

车辆工程 170 本科

专业名称 计划数 招生层次
汽车服务工程 120 本科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80 本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120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 本科
机器人工程 90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 本科
物联网工程 170 本科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50 本科
土木工程 140 本科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80 本科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90 本科
测绘工程 80 本科
交通运输 110 本科
交通工程 80 本科
飞行器制造工程 80 本科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100 本科
工程管理 110 本科
工程造价 155 本科
财务管理 285 本科
交通管理 80 本科
物流管理 150 本科
物流工程 80 本科
电子商务 145 本科
环境设计 30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60 专升本
机械电子工程 6 专升本
车辆工程 50 专升本
汽车服务工程 120 专升本
能源与动力工程 6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80 专升本
物联网工程 6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60 专升本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8 专升本
测绘工程 9 专升本
交通运输 25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00 专升本
工程造价 50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30 专升本
物流管理 80 专升本

电子商务 110 专升本

统招普通本科、专科招生代码：6226 专升本招生代码：6227
●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教学基地 ●河南省唯一的交通类普通本科高校
●河南省文明学校 ●河南省平安校园 ●河南省学校行风建设先进单位
●河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

黄河交通学院2019年招生计划表

招生负责人 区域 联系电话
张运生 周口、商丘 13592593050
王顺强 信阳、三门峡 18838167611
袁迎光 郑州、开封 13849113172
刘艳军 洛阳、南阳、驻马店 13783600182
张 斌 许昌、漯河、平顶山 13849188789
杨洪振 焦作、新乡、济源 13526516758
闫丽君 安阳、濮阳、鹤壁 15803855633

黄河交通学院是一所以培养交通运输类人
才为主的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学校占地面积
1738亩，现有在校生1.4万余人，建校20余年
来累计为社会培养了6万多名优秀人才。

校内有各专业实验实训室125个，校外专
业实习基地135个，现代化实验实训中心5个，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研究所8个，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总值1.1亿余元。开办有车辆工程、交通
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物流管理等
68个本、专科专业。

学校不断深化应用技术大学内涵建设，与
特斯拉、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东风风神、宇通
客车、奇瑞汽车、顺丰速运、美的集团、格力电
器、阿里巴巴、京东等国内外上百家知名企业签
订了校企合作协议，牵头成立焦作职业教育集
团、汽车行业协会，并与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省
交通科技研究院等科研院开展了产学研合作，
尤其是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签
约共建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填补了河南省内无国家级一类汽车检测机
构的空白，意义重大。

进入新时代，黄河交通学院在理事长李顺
兴先生的带领下，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
强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综合实力得到长足提高。

一、奖助措施
1.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金额分别为：8000元/生/年、5000
元/生/年、2000-4000元/生/年。2.学校为贫
困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并开辟有“绿色通道”，
经困难认定后可申请国家助学金或国家助学贷
款，并可按照国家政策对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实
施精准资助，每生每年资助4000元。此外，学
校设立“黄河前进”奖、助学金，金额分别为
2000元/生/年、1000元/生/年。

二、到校路线
乘车路线：1.从郑州火车站乘郑焦城际铁

路列车至武陟站转3路公交至黄河交通学院站
即到。2.从郑州汽车新北站乘郑焦城际公交至
黄河交通学院站下车即到。
自驾路线：1.驾车沿郑焦晋高速至小徐岗（武
陟）站下，沿迎宾大道南行即到。2.驾车沿郑云
高速至嘉应观站下，向西至迎宾大道北行即到。

三、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河南武陟迎宾大道中段333号
咨询热线：
0391-7666711 0391-7666722
0391-7666733
邮编：454950
网址：http://www.zjtu.edu.cn微信扫一扫

关注黄河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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