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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04大河有高招

2020 年我校驻河南省各地市招生咨询点

校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前程大道169号
邮编：451400 网址：www.ztbu.edu.cn
招办电话：0371-85303666、85303777、85303888

地区

郑州

安阳

鹤壁

济源

焦作

开封

漯河

平顶山

濮阳

三门峡

新乡

许昌

商丘

驻马店

周口

洛阳

南阳

信阳

驻点时间

7.25日-8.8日

7.24日-8.8日

7.25日-8.7日

7.18日-8.5日

7.24日-8.7日

7.25日-8.7日

7.25日-8.8日

7.25日-8.8日

7.25日-8.7日

7.14日-7.18日
7.26日-8.4日

7.23日-7.29日
8.1日-8.8日

7.25日-8.8日

7.25日-8.8日

7.24日-8.7日

7.25日-8.8日

7.25日-8.17日

7.25日-8.8日

7.25日-8.8日

7.25日-8.8日

7.25日-8.8日

7.25日-8.8日

宾馆名称

昆仑乐居酒店

宜必思酒店

昊元商务酒店

济源市
沁园美诗精品酒店

焦作市
中州精致酒店

开封市
鼎大商务酒店

君悦民族饭店

香山大酒店

柏维酒店

三门峡红旗旅社

新乡市九州宾馆

许昌大酒店

秉轩连锁酒店

驻马店
京都假日宾馆

周口川汇大酒店

洛阳大好河山
度假酒店

武装部对面
“奇石名砚阁”店内

银河宾馆
（新华路店）

好时光商务宾馆

信阳市浉河宾馆

固始县
钧承银博大酒店

宾馆地址

金水区鑫苑路1号(花园路与鑫苑路交汇处东200米路北)

安阳市解放大道93号（市文化宫对面）宜必思酒店208房间

鹤壁市淇滨区兴鹤大街与淮河路交叉口南100米路东

济源市愚公路与滨河南路交汇处东南角

焦作市解放区站前路87号中州精致酒店602室

开封市顺河区财政厅东街28号
（汴京饭店向东200米路南）一楼大厅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公安街2号（火车站对面）
君悦民族饭店5018房间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中兴路北段55号路东
香山大酒店701房间

濮阳市京开道与黄河路交叉口柏维酒店

三门峡市黄河路中段101号209室(百货楼正对面)

新乡市平原路12号 火车站东300米路北

许昌市魏都区七一路888号6楼6002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与淮河路交叉口北路西

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天锦绣公馆西南角

周口市交通路与邦杰路交叉口（市中心汽车站对面)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275号1002房

南阳市方城县龙泉路武装部对面“奇石名砚阁”店内

新华西路与文化路交汇处西南角301室

光山县弦山南路东侧南城广场

信阳市解放路137号贵宾楼1109室

河南省固始县中山大街366号钧承银博大酒店501室

负责人

王老师

褚老师

宋老师

曹老师

张老师

高老师

赵老师

房老师

贾老师

赖老师

封老师

李老师

刘老师

张老师

黄老师

陈老师

陈老师

张老师

田老师

王老师

祝老师

吴老师

咨询
电话

18638252532

15225122272

15515580030

15237103773

18239933553

15225053776

15138666306

18703898011

15225166866

18143986901

13526669673

15936205251

13592512911

13598428456

15036109330

18625583012

15638133001

15003857368

18137800486

15738391989

17698062690

15093392033

咨询
QQ

340369356

417490597

2388573250

1258631389

2641086027

739327685

1300928897

2289782405

113143758

15888009

2857196219

525594984

675919679

1936471993

409670227

93621414

871465362

1068659461

315589813

842985381

359084935

960013846

咨询
微信

lr18639026161

chu15225122272

15515580030

15237103773

18239933553

15225053776

15138666306

fang18703898011

15225166866

18638665389

yuqingwind

15936205251

13592512911

13598428456

15036109330

chenchangsong9362

15638133001

15003857368

18137800486

15738391989

17698062690

15093392033

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全国第七

中国就业竞争力大学

中国品牌知名度高校

河南省文明学校

郑州工商学院创建于2002年，

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民办普

通本科高校，前身为河南理工大学万

方科技学院。学校连续三年在中国民

办大学排行榜上位居全国第七、河南

第一名，拥有 13 个六星级专业、16

个五星级专业。学校现有工学院、商

学院、人文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

六个院（部），建有工程技术实训中心、

土工类实训室、宝玉石类实训室、工科

实训室、经管类实训室、空乘实训中

心、演播厅等，教育教学设施一流。

“平行”“顺序”
两种志愿模式

根据安排，7月30日8:00
至8月2日18:00，考生可填报
艺术本科批A段、B段志愿，特
殊类型招生志愿，以及本科一
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
二批志愿。

特别提醒考生注意，不同
类型、批次的志愿设置不一样。

特殊类型招生志愿，包括高
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艺术团、高
水平运动队招生，可填报1个高
校志愿，每个高校可填报1-5个
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已
取得相应资格的考生，可在以上
3类中选报1类，不得兼报。

本科一批、地方专项计划
本科批、本科二批均实行平行志
愿。其中，本科一批和地方专项
计划本科批可填报1-6个高校

志愿；本科二批可填报1-9个高
校志愿。每个高校志愿可填报
1-5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
业。

艺术类招生志愿。美术、
书法类专业在艺术本科A段、B
段、专科批实行平行志愿，每批
设9个志愿，每个志愿可填报1
个高校，每个高校可填报1个专
业；其他批次、其他类别仍为顺
序志愿，设2个志愿，每个志愿
可填报1个高校，每个高校可填
报1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
业。在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下，本
专科投档排序成绩算法不同，考
生在填报志愿之前要注意查阅
高校的录取规则。在顺序志愿
投档模式下，第二志愿只有当第
一志愿院校生源不足时才起作
用，考生应把估计第一志愿生源
不足的院校作为第二志愿的主
要选报对象。

拉开院校梯度
增加录取几率

在平行志愿模式下，考生
如何填报？对此，招生部门提
醒考生，目标院校要保持一定
梯度，将最想上的学校排在前
面。因为，平行志愿的投档原
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

分数优先，即将同一科类
批次线上的“自由可投”的考
生，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排序，然后遵循考生志愿，并根
据高校招生计划数和调阅考生
档案比例要求投档。当遇到多
名考生投档成绩相同时，依次
按语文、数学、外语听力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排序投档。分数优
先最大的特点是，不管考生将
高校填报在平行志愿里的哪个
位置，高校在录取时全部一视
同仁，按分数高低排队。因此，

考生如果想要提高录取几率，
需要拉开高校志愿梯度，有冲，
有稳，有保，既能避免“高分低
就”，又可以保障不落至较低批
次院校甚至落榜。

遵循志愿，即对单个考生
投档时，根据考生填报的平行
志愿中的院校志愿顺序，投档
到排序相对在前且有计划余额
的院校。遵循志愿最大的特点
是，如果考生分数达到了所有
志愿高校的要求，上哪所学校
取决于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
因此，要把最想上的学校排第

一，第二想上的学校
次之，以此类推。

大河君提醒考生：“平行”和“顺序”两种志愿模式千万别搞错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今天上午8：00，我省就要开启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二次网上志愿填报，也是志愿填报中的“重头戏”。
根据安排，此次志愿填报的批次是艺术类本科批A段、艺术类本科批B段、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一批、地

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志愿。
招生部门提醒考生，注意投档规则、掌握填报技巧，提高被心仪高校录取的几率，增加专业志愿满意度。

今早8点，第二次志愿填报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