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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9月11日下午3：30在郑州市瑞达路68号光华大酒店会议室
按现状公开拍卖郑州沃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及地上附属物、应收预付
账款等相关财产【土地面积约235亩，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建筑物若干；应收预
付账款等其它相关财产。（以上标的整体拍卖，有关面积数据仅供参考，实际以有关部门过户时
确认的面积为准）】。

拍卖宗地位于荥阳市建设路26号，紧靠荥阳火车站，毗邻陇海铁路、G310国道、连霍高速
和郑州科学大道，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适合仓储物流和集约化经营，是投资兴业的绝
佳选择。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9月10日下午4点前向指定账户交纳规定数额保证金（保证金以
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并向本公司确认报名，凭有效证件到郑州市政六街5号
思达商务701室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0371-63251168 18638168586 13592500801

河南清华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4日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郑州市区普通高中录取4
万余人

今 年 ，郑 州 市 区 共 有
54890名初中毕业生报名参加
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考试，市区
普通高中招生计划39840人，
招生计划人数占报考毕业生人
数的72.58%。其中，公办普通
高中学校招生计划19650人，
占普通高中总计划的49.32％。

从实际划线录取情况看，
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实际录取
19859人，录取人数占总招生计
划数的49.85％。加上民办学
校和国际班的后期录取，郑州
市区普通高中学校录取4万多
人，普通高中录取率约73％。

分学校划线、分学校公布、
一次录取

按照规定，郑州市区普通
高中录取实行分学校划线、分
学校公布、一次录取的办法。
录取时根据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和班额控制标准一次性确定每
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根据录
取分数线确定录取名单，进行
录取。

郑州市区普通高中录取分
数线的划定，以学校招生计划、
考生学业考试成绩和考生填报
志愿为依据，分别划出统录分
数线、分配生录取线。

今年，郑州市区普通高中
招生坚持“录取分数线公开”的
原则，公布方式与去年相同，各
学校的统录分数线由学校公
布，郑州市区普通高中的最低

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郑州市中招
办公布。

考生可登录郑州教育信息
网或各学校网站查询

按照郑州市中招办2020
年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日程
安排，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将
于8月14日—8月18日进行。

8月14日、15日为公办普
通高中的录取审批时间。考生
和家长可于8月14日中午登录
郑州教育信息网（http://ztc.
zzedu.net.cn）查询考生录取结
果，也可以登录各学校网站查
看录取公告，亦可到学校现场
查看录取公告、查询录取结果，
或拨打学校值班电话进行咨询
和查询；同时学校会主动通知
已被录取的学生及其家长。

2020年，郑州市区普通高
中继续实行阳光招生。按照要
求，各招生学校要切实做到招
生政策公开，招生计划公开，考
试成绩公开，录取程序和结果
公开，收费标准公开，主动接受
家长、学生和社会各界的监
督。同时，各招生学校在郑州
市中招办的统一监管之下，在
招生过程中坚持“两严格”，严
格按照郑州市教育局下达的招
生计划招生，严格执行省、市物
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

未被普通高中录取可转报
中专中职

在普通高中录取结束以
后，将进行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的录取。
我省五年制一贯制高职高

专和“3+2”分段制高职高专，
由河南省招办统一划定录取控
制分数线，2020年录取控制分
数线为170分。郑州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最低录取控制分
数线320分。小中专不设置录
取控制分数线。

需要注意的是，“五年制”
和“3+2”招生，考生须参加
2020年全省高中阶段教育招
生考试并达到省定录取分数
线。学校应优先从参加2020
年全省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考试
首报“五年制”和“3+2”志愿的
考生中择优录取。

小中专招生，招生学校应
优先录取参加2020年全省高
中阶段教育招生考试并报有普
通中专志愿的考生，在生源不
足的情况下可接收报考其他高
级中等学校的考生或凭初中毕
业证录取新生。

报考高中未被录取的考生
可以转报普通中专，但只能参加
未完成中专招生计划学校的招
生录取。报名时持郑州市2020
年中招文化课考试准考证、成绩
通知单、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直接到普通中专学校报名，
或通过“河南省普通中等专业
学校招生服务平台”报名。

报考高中转报中职学校的
学生，凭郑州市2020年中招文
化课考试准考证、成绩通知单、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意
向就读的中职学校报名，参加
未完成招生计划学校的录取工
作，注册入学。

第一批次录取的学校：
河 南 省 实 验 中 学:

552 分;郑州市第一中学:
552 分;郑州市第二高级
中学:512 分;郑州市第四
高级中学:551 分;郑州市
第五高级中学:508 分;郑
州市回民高级中学:512
分;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540 分;郑州市第九中学:
523 分;郑州市第十一中
学:542 分;郑州市第十二
中学:496 分;郑州市第十
六高级中学:496 分;郑州
市第十九高级中学:512
分;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
中学:529 分;郑州外国语
学 校:561 分; 郑 州 市 第
101 中学:506 分;郑州市
第 106 高级中学:520 分;
郑州中学:539 分;郑州市
实验高中:521 分;郑州龙
湖一中:535 分;郑州市郑
开学校:514 分;郑东新区

外国语中学:514 分;郑州
市第七十四中学:496分。

第二批次录取的学校：
郑州十中:445分；郑

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456
分；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458分；郑州市第二十四中
学:458分；郑州市第三十
一高级中学（郑州市第103
高级中学）:484分；郑州市
第四十四高级中学:465
分；郑州市第102高级中
学:476 分；郑州市第 107
高级中学:450分；郑州市
扶轮外国语高级中学:452
分；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428分；郑州市第二十九中
学:428分；郑州市第三十
六中学:428分；郑州市第
五十三中学:428分；航空
港区高中:428分；郑州艺
术幼儿师范学校（普高
班）:428分。

郑州外国语学校分数线：561分
郑州市区普通高中录取4万余人，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19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萍

在完成阅卷、核分、划线等一系列程序后，今日，2020年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招生正式
开始录取。

按照河南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郑州市教育局结合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实际
情况，确定2020年郑州市区第一批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496分，郑州市区第二批次最
低录取分数线为428分，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19分。

1.郑州市区第一批
次 学 校 录 取 分 数 线 划
定。第一批次普通高中
划线时，按照“志愿优先、
依据分数”的原则。首
先，按照某校统招生计划
数的40%划定分数线；其
次,按照报考该校第一志
愿考生的学业成绩，及分
配到各初中学校的分配
生计划数，划定该校在各
初中学校的分配生录取
线。

划定 40%统录生分

数线时，根据考生志愿和
学业成绩高低统一排序，
排序时既考虑第一志愿
也考虑第二志愿。

2.郑州市区第二批
次 学 校 录 取 分 数 线 划
定。第二批次普通高中
划线时，按照“依据志愿、
依据分数”的原则，进行
第二批次的划线录取。

3.郑州市区第三批
次民办普通高中录取。
由学校自主进行。

2020年，郑州市区各公办高中录取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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