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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07大河有高招

2020年，
计划招生13767人

今年，黄河科技学院面向
包括河南在内的23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招生 13767
人，比去年增加767人。其中，
本科6367人，专科3500人，专
升本 3900 人，本科增加 267
人，专升本增加500人。

其中，为落实国家关于专
升本扩招15%的政策，学校专
升本招生计划比去年增加500
人，达到3900人，涉及51个专
业，是我省专升本招生计划和
专业最多的高校。

值得提醒考生注意的是，
艺术类专业是文化课和专业
课考试成绩均合格的前提下，
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择

优录取。体育教育专业是文
化课和专业课考试成绩均合
格的前提下，按文化成绩从高
到低排序择优录取。

王牌专业数量，
全省民办高校第一

填报志愿，学校和专业缺
一不可。在黄河科技学院
里，9大学科门类、68个本科
专业，35个专科专业中，学校
拥有省级重点学科、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特色专业数量
位居全省民办高校第一。称
得上王牌的专业，你可以有
很多选择。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土木工程、工商管理、广
播电视编导、环境设计等河南

省一流本科专业六个，且在全
省民办普通高校中最多，开创
了学校本科专业建设的历史
新突破。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材
料加工工程、通信与信息系
统、区域经济学、生药学5个学
科为河南省重点学科。

护理学、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音
乐表演、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6个专业
为河南省特色专业；通信工
程、材料成型及控制、经济学、
护理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广播电视编导、土木工
程、药学、视觉传达设计等9个
专业为河南省民办教育品牌
专业。

通信工程、经济学、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
息工程、环境设计、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工商管理、服装
与服饰设计8个河南省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专业；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为河南省本科
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专业。

36年练“内功”，
培养应用型创新性人才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
兵”段志秀、“全国优秀共青团
员”田源、“全国优秀乡村医
生”魏国胜、“全国优秀大学生
村官”靳利现、“了不起的护航
女兵”边爽、“河南省大学生创
新创业标兵”李威、赵杰……
都是出自黄河科技学院的优
秀毕业生。

办学36年来，学校以培养
应用型创新性高级专门人才
为目标，全面践行“以学生为
中心”的理念，以数字化推动
因材施教，为每位学生提供创
新发展的可能，按照就业、创
业、升学三条路径分类培养，
构建“三元合力”的“双创”育
人模式，建立了特色鲜明的

“双创”全链条“培养-孵化”体
系。黄河科技学院毕业生“下
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
好”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就业
率保持在97%以上。

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成果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
等奖；校长杨雪梅教授主持完
成的“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全链条‘培养-孵化’体系研
究与实践”获河南省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名师天团，
为“后浪”一生奠基

2020年5月，《创业基础》
《工程热力学》《生理学》和《理
财规划》四门课程获首批河南
省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得之
不易的成绩背后，是雄厚师资
的得力保障。

学校现有专职教师1800
多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近
50%。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国
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全国首
批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河
南省优秀教师等荣誉教师150
余人。拥有工程师暨教师、律
师暨教师、会计师暨教师等各
类“双师型”教师630余人。

学校建有河南省院士工作
站、博士后研发基地、重点实验
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等高层次教学科研平台50余
个。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
值3.85亿元。各科类实验室
410个，校外实训基地224个；
馆藏图书362.8万册。

2020年，黄河科技学院招生13767人
省级重点学科5个，省一流本科专业6个，位居全省民办高校第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高考试卷答案，正确的只有一个。但，人生不像高
考，正确答案有很多，黄河科技学院就是其中之一。

来到这里的学生，在名师天团的定制培养下，名校研
究生入学通知书拿到手软；来到这里的学生，备受用人单
位喜爱，大批毕业生没毕业已就业；来到这里的学生，在
“双创”全链条“培养-孵化”体系下成长，创业拿下千万
投资也不在话下。

通往优秀的大门已经打开，你准备好了吗？

“大河有高招”系列访谈开播 关于报志愿，清华、河师大、哈工大三校老师来支招

理科前80、文科前20有望上清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报志愿这件事，三分靠
分数，七分靠填报。如何填
得又好又稳？昨日上午 10
点，“大河有高招”系列访谈
正式开播，清华大学、河南师
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三
所高校做客直播间，为考生
支招解答，关于志愿填报的
一切问题。

看学校，看河南招生政策

清华大学
在豫招生101人
理科前80名、文科前20名有望
录取

清华大学河南招生组组长
谢旭东说，今年，清华大学在河
南投放计划101人，所有的定
向专业都放在提前批次报名录
取，“在河南统招批次中，全省
理科前80名、文科前20名的
同学都有希望被清华录取。”

此外，清华大学在提前批
增加了土木海洋大类，包含水
利、土木、建管、海洋和交通等
5大方向，今年，河南作为招录
试点开始招生。值得一提的
是，这一大类实现全部的本硕
贯通或者本硕博贯通培养。

河南师范大学
招生8021人
报考位次建议比去年高

今年，河南师范大学面向
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本科招
生，计划招生8021人，其中，省
外计划878人（不含不分省招
生计划），河南省内招生7100
多人。“对比往年分数和位次更
靠前的考生报考，录取把握比
较大。”河南师范大学招生办公
室计划管理科科长王艳军说。

2020年，河南师范大学新
增3个普通本科招生专业：人
工智能，哲学，考古学；新增1
个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专业：环
境工程。

今年，软件类和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仍在本科二批次录
取，其中，软件类招生计划
1000 人，较 2019 年增加 250
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计划540
人，较2019年增加100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一校三区，今年在豫招生 365
人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校
三区招生计划总数是365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河南招生
组组长彭宇介绍，哈工大威海

校区率先试点筹建并获批了9
个新工科专业，其中，机器人工
程、海洋信息工程、智能车辆工
程、服务科学与工程、网络空间
安全和新能源工程6个专业，
2020年成为全国首批新工科
毕业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深圳
校区今年的招生名额增加到了
60人，新增一个能源动力类专
业和一个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专业方向。

选专业，听招生老师支招

每年，选择专业都是让家
长和考生无比迷茫和头疼的
事？专业如何挑选，谢旭东给
出了建议。
●大类招生

“没有所谓的好专业和差
专业，找到自己的定位很重
要。”谢旭东表示，2017年，清
华大学全面推行大类招生，将
相同或相近学科门类的几个
（甚至更多）专业按一个专业大
类招生，打破学科界限，促进交
叉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选
拔和培养。

考生按大类填报志愿，入
学后前1—2年打通培养，统一

学习公共基础课程，大二或大
三年级时再按照一定程序和标
准具体选择专业、分流培养，提
升通识教育、能力培养和素质
培养。
●文科能选理科专业吗？

“我是文科生，能选理科专
业吗？”面对直播间考生的提问，
谢旭东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能。
就清华大学来说，目前所有专业
都面向河南考生招生，为了给学
生更多选择，在录取时，清华大
学还打破文理科界限。

发现所学专业不适合咋
办？清华大学对转专业的限制
也完全放开，学生在大一分流，
大二、大三转专业申请，以及大
四毕业交叉推研时，都可以根
据兴趣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
●热点专业真的好吗？

“每年，热点专业都是考生
咨询的热门，其实，在选择专业
方面，‘上’看国家需求，‘下’看
个人内心，不必过分盲目地追
求热点专业。”谢旭东说，专业
填报需要综合、多维度考量，家
长首先要尊重孩子内心；其次，
孩子的特长、思维结构模式也
需要考量，孩子适合做什么与
喜欢做什么，需要综合判断，不
要强逼孩子去选择热门专业。

谢旭东说，选专业不是取
材补短，一定要找到长处，发挥
亮点，才能学有所长。
●理解专业不能靠猜字面

“化工专业，是不是天天搞
挥发性的化学试剂？”谈及专业
选择，谢旭东说，不少考生对于
专业的理解是依靠猜字面或者
常规认识，其实并不然。比如，
研究高分子材料制造心脏的人
工瓣膜来减低排异反应，这也
是化工专业范畴；环境专业也
不只是污水治理，环境理论、环
境工程和环境治理都属于环境
专业，但培养的人才各有侧重，
环境理论就是基础学科在环境
治理的运用，环境治理则培养
具有环境背景的国际人才、外
交人才。

他建议，如果不理解专业的
含义，可多查些资料，了解相关
学院相关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成
果，会对认识专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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