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类别

2019年河南省
文科

2019年河南省
理科

2018年河南省
文科

2018年河南省
理科

2017年河南省
文科

2017年河南省
理科

批次
本科第一批
本科第二批
高职高专

本科第一批
本科第二批
高职高专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批次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批次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专科)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专科)

最低控制分数线
536
447
160
502
385
160
547
436
200
499
374
200
516
389
180
484
342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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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中原美术学院
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是公立河南机电
职业学院与中原书画院共同创办的二
级学院。中原美术学院是一所全新的
美术学院，学院以培养文化艺术服务业
应用型人才为主，为学生学习专业技能
提供优良的现代化教学条件，使学生在
校期间即可体验真实的职业线场教学，
为未来毕业更好地融入职场打下坚实
的基础。

学院以传承中原文化、挖掘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为宗旨，开设“非遗”项目工作
室，以剪纸、泥塑、木版年画、中国传统文
化等为主要线场教学课程，践行学院多元
化线场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既有基础学
习，又有理论实践的多元发展方向，重点
培养具有中原文化底蕴的高技能、会管理

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学院邀请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来

美院讲学授课，创建“名家工作室”，开
设名师带徒的线场书画课程，让学生零
距离接触书画名家学习绘画艺术，真正
做到“名师带徒、手把手教学”的绘画教
学模式。

学院定期举办全国性书画展览、名家

讲座、美学欣赏、观摩大课堂等活动，全面
提升学院的校园文化。学院与画廊、美术
馆、文化传播公司、文化企业等强强联合
创办多元的办学格局，为学生的社会实践
和就业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中原美术学院
以其独特的办学模式和优良的教学环境
期待您的加入！

招生专业：文化创意与策

划（文理兼收）

招生计划：50 人（单招 17

人，统考33人）

学制：三年大专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和人文素养，了解美学与文

化艺术的基本知识，具备运用

创意策划技巧和现代传媒语言

的能力，从事文创产品开发与

设计、文案写作、展览策划、书

画经纪、艺术品拍卖与鉴定、项

目营销推广等工作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

素描、色彩、photoshop、

中国画基础与鉴赏、书法、中国

传统文化、文化创意与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广告设计、媒体

印刷、网络传媒等公司及企事

业单位，从事文案写作、媒体

编辑、排版制图，以及文创策

划、市场项目开发和产品营销

推广等工作。也可到美术馆、

画 廊 从 事 展 览 策 划、书 画 经

纪、艺术品拍卖与鉴定等相关

工作。

中原美术学院宣传片腾讯

视频链接：

https://v.qq.com/x/

page/s0948d4jhnr.html

中原美术学院网址：http:

//www2.hnjdxy.cn:808/

msxy/

咨询电话：

0371—55383112

0371—55383104

13939544092（耿老师）

13503814805（张本平院长）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州

南大学城（泰山路与新郑快速

路交叉口西200米路南）

2020年招生简章

新生咨询群 中原美术学院公众号

学院教学与展览场景学院教学与展览场景

今年，河南省招生办将通过普通高招考生服
务平台只读邮件向考生发送电子成绩单，另外，
考生还可通过官方网站、“豫事办”APP查询本人
的高考成绩。

全省普通高考成绩将于 7月 25日通过河南
省招生办公室网站（http://www.heao.gov.cn）
向社会公布。

高考成绩出来后，如果考生对本人文化成绩有
疑问要求复核的，可于7月27日18:00前向所在县
(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提交《考生成绩复查申请表》。

志愿填报时间：
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分三次进行：
（1）7月 26日 8:00—28日 18:00。填报：军

队招飞，本科提前批（公安、司法专科随该批）、国
家专项计划本科批，艺术本科提前批，专升本，对
口招生本、专科志愿。

（2）7月 30日 8:00—8月 2日 18:00。填报：
艺术本科批 A段、艺术本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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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月 4日 8:00—8日 18:00。填报：专科
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

志愿填报设置：
(1)本科提前批(除地方公费师范生)、专科提前

批(除艺术类外)，第一志愿可填报 1个高校志愿，
第二志愿为平行志愿，可填报1-4个高校志愿，每
个志愿可填报1-5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

(2)本科提前批的地方公费师范生、国家专项
计划本科批、本科一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本
科二批和高职高专批均实行平行志愿。本科提
前批的地方公费师范生、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
本科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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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
高专批可填报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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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艺术本科提前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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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书法类专业在艺术本科 A段、艺术本
科 B段、艺术专科批的实行平行志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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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设军队招收飞行学员(简称招飞)志愿，考
生可填报1个高校志愿和1个专业志愿，海、空军

招飞全面检测合格的考生方可填报。
(5)设特殊类型招生志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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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相应批次设民族预科班志愿，可填报 1
个志愿。经省招办审核、公示合格的少数民族考
生方可填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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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有第一志愿的顺序志
愿批次中，定向就业招生专业填在相应批次的第
一院校志愿栏中。学生录取为定向生后，入学报
到前应与培养学校和定向就业单位签订定向就
业协议。填报定向西藏志愿的考生在志愿填报
截止后三天内递交定向西藏就业承诺书。填报
地方公费师范生志愿的考生，录取时须按照有关
规定签订相关协议，入学报到时凭录取通知书和
定向就业意向书报到。

河南高考志愿填报技巧
考生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考试分数，结合一分段

表，弄清自己的排位情况，按照“冲”“稳”“保”“垫”的
原则，将所填平行志愿之间的高校适当拉开差距。

录取
录取工作分批进行，依次为本科提前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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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类本科录取依次为艺术本科提前批、艺
术本科 A段、艺术本科 B段。原则上，经教育部
批准的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
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高校）、可不编制分省计划
的高校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艺术类本科专
业参加艺术本科提前批录取；艺术本科提前批以
外的公办高校和经我省批准的高校的艺术类本
科专业参加艺术本科A段录取；独立学院、民办
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参加艺术本科 B 段录
取。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和地方专项计划本科
批均执行本科一批分数线。

因疫情防控需要，我省今年不再组织普通高
招现场咨询活动。经省教育厅批准，河南省招生
办公室决定于2020年 7月 25日至7月 29日举行

“2020年普通高招网上咨询活动”。我省普通高
招网上咨询活动以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官网、官微
及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招生考试之友微信公众
号为平台，按院校录取批次进行招生咨询。

□姚纲

根据往年我省录取情况，就2020年考生
如何填报高考志愿提以下三点建议。

一、首先查清成绩位次

2020 年我省大部分批次录取均实行平
行志愿投档模式，考生和家长首先要了解清
楚平行志愿的投档和录取规则，按照平行志
愿的投档原则，每所高校在我省所录取考生
在全省的成绩位次（成绩排名）大体上是稳定
的。所以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首先要查明
自己在全省考生中的排名位次以及与相应批
次线的分数差，然后参考比对意向学校近三
年在我省录取的分数位次排名、分差等情况，
并以此为主要依据，合理确定适合自己报考
的学校。

报考农林专业，第一志愿（平行志愿所
报学校志愿均为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
经学校认可可在录取控制线下 20 分以内
投档。

二、志愿顺序保持梯度

我省本科一批可以填报 6 个高校平行
志愿，本科二批可以填报 9 个高校平行志
愿。虽然是平行志愿，但依然有先后次序
存在，计算机首先会检索考生填报志愿中
排在前面的学校志愿，一旦符合条件就会
投档，排在后面的院校志愿即使也符合条
件，也不会再有投档机会。所以，在志愿填
报顺序上要保持一定梯度，一般来讲应按
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原则，把较
为向往但有一定挑战难度的学校放在靠前
志愿（1-3 位），把较为满意并有一定把握
录取的学校放在中间位置（3-6 位），把可
以接受并有足够把握录取的学校放在靠后
位置（5-9 位），同时最好要填满院校志愿，
投档和录取的概率就会比较高。如全省排
名 73000左右或者超过一本线 30分左右的
理科考生，一或二志愿（冲一冲）可填报河
南科技大学本科一批理科普通类相关专
业；三或四志愿可填报护理学专业（稳一

稳）；五或六志愿可填报河南科技大学农林
专业（保一保）。

三、学校专业兼顾并重

建议考生根据自己的高考分数，尽量报
考综合排名靠前的学校；对于综合实力相差
不大的学校，结合自身兴趣和以后就业、考研
等因素选择专业。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一些
办学实力较强的大学，开设有中外合作办学
类专业，在一本或二本批次招生，虽然收费较
高，但教育质量上乘，还有出国交流和深造机
会，录取分数线较普通专业要低一些，如果考
生家庭条件允许，这是不错的选择。比如，今
年河南科技大学与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
合作举办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以及与美
国爱达荷州立大学合作举办机械电子工程专
业招生，考生全省排名144952及以上，报考该
类专业有希望被录取。对于成绩未达到一本
线又向往河南科技大学的考生是不错的选择。

（作者系河南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办公室
主任）

如何精准分析、科学填报志愿
成绩查询 志愿填报 高招咨询指南

2017年—2019年河南省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南晗

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必须认真对待的重
要环节。虽然高考分数是考生能否被大学录
取的决定性因素，但高考志愿填报质量也是
影响考生录取结果的重要因素。以下与各位
考生分享的是提高报考志愿质量需要遵循的
几个原则。

一是高质量的报考志愿需要搜集
大量信息，精准把握数据

首先，要认真查阅省招办公布的当年普
通高校招生《考生指南》及招生考试之友《专
业目录》，学习了解有关填报高考志愿的注意
事项、平行志愿投档办法、时间安排等。

其次，要明确自己的分数在全体考生中
的位置，即根据本省发布的高考一分一段表，
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根据自己的位次选择
目标院校和专业。

第三，要认真查看目标院校公布的《招生
章程》和相关报考信息，了解录取规则、录取
要求等具体规定，明确目标院校和专业对考
生报考有无限制条件，通过多种渠道查询目
标院校和专业近年来的录取分数，提高志愿

填报的准确性。

二是高质量的报考志愿必须做到
有所取舍，克服纠结心理

首先，要根据自己的成绩在目标院校和
专业上做出取舍。对于成绩优秀的考生，应
首选排名靠前的综合性大学，在此前提下选
择自己相对喜欢的专业或专业大类，切忌以
专业定学校。

其 次 ，要 根 据 自 己 的 实 际 情 况 在 城
市 和 院 校 之 间 进 行 取 舍 。 一 般 来 说 ，中
心城市院校的毕业生会比非中心城市院
校 的 毕 业 生 有 更 多 的 选 择 机 会 ，但 并 非
所有中心城市的院校都比非中心城市的
院校更好。

第三，要依照个人志向在热门专业和其
他专业之间进行取舍。热门专业一般是社会
需求较大、就业形势较好、工作待遇较高的专
业。专业没有好坏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再冷门的专业，也都有该专业的需
求和价值。因此选择专业切忌盲目跟风，一
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适合的专业，同时还可
以结合高校的专业办学实际，尽量选择优势
和特色专业。

三是高质量的报考志愿需要掌握
填报技巧，做到科学合理

在选择和填报志愿时，无论是学校志愿
还是专业志愿，都要注意顺序的安排，一般应
当把最渴望实现的志愿放在靠前的位置，并
拉开档次，保持梯度。

目前多数省份实行的是平行志愿投档。但
平行志愿依然有先后次序（自然顺序）存在，计算
机投档时首先会检索排在前面的学校志愿，一旦
符合条件就会投档。因为平行志愿是一次投档，
因此排在后面的院校就不会再有投档机会，所
以，无论是填报几个学校，在志愿填报顺序上都
要保持一定梯度，即按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
保”的原则，把较为向往但有一定挑战难度的院
校放在靠前位置，把较为满意并有一定把握录
取的院校放在中间位置，把可以接受且有足够
把握录取的院校放在靠后位置，同时要尽量填
满院校志愿，以提高投档和录取的概率。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没有十足把握，一
定要同意调剂，避免出现因不同意调剂而滑档
的情况。同时，一定要通过院校官方网络平台、
咨询电话或专业人士进行咨询，避免上当受骗。

（作者系河南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

□胡大白

在高考志愿填报中，如何科学填报志愿
提高投档和录取的概率是广大考生和家长比
较关心的问题。结合本人多年指导学生填报
志愿的经历，现就考生和家长关心的志愿填
报问题谈谈我的理解和看法。

关注河南省 2020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最新政策

今年，河南省的高招政策有几个新变化
值得广大考生和家长关注：一是今年我省艺
术类两大专业将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考
生志愿填报的风险将大大降低，志愿满足率
也将大大提高。今年我省美术、书法类专业
在艺术本科A段、艺术本科B段、艺术专科批
的实行平行志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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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今年我省高职单招将在统一高考录
取结束后进行。充分考虑考生不同的升学意

愿，确保参加单招的省属优质高校不减少，今
年增加了单招高校的数量。在去年 87所单
招高校的基础上又新增 6所，共安排 93所单
招高校，其中高职院校 79所，本科院校 14所
（专科专业），其中，增加 3所本科高校，在专
科专业中单列计划进行单招。

三是今年启动的“强基计划”，将按照高
校提供的拟录取名单办理录取手续。

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考志愿科学填
报技巧

按照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的安排，今年普
通高考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和高职高专批均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一轮投档”。其中本科一批和高职
高专批可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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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考生和家长首先要
了解清楚平行志愿的投档和录取规则。强
调的是，按照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每一所
高校在我省所录取考生的成绩在全省考生
中的位次（成绩排名），大体上是稳定的，每

年的波动不大。所以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
首先要查询清楚自己的高考成绩在全省考
生中的排名位次，然后参考比对意向学校近
三年在我省录取的分数位次排名情况，并以
此为主要依据，来合理确定适合自己报考的
学校。

考生应当明白，虽然是平行志愿，但依
然有先后次序（自然顺序）存在，计算机在
准备投档某一位考生的时候，首先会检索
其填报志愿中排在前面的学校志愿。所
以，无论是填报 6 个还是 9 个学校，在志愿
填报顺序上都要保持一定梯度，一般来讲
应按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原则。
如，本科二批志愿填报时，把较为向往但有
一定挑战难度的学校放在靠前志愿（1-3
位），把较为满意并有一定把握录取的学校
放在中间位置（4-6 位），把可以接受并有
足够把握录取的学校放在靠后位置（7-9
位），同时最好要填满院校志愿且同意调
剂，这样填报是比较科学的，投档和录取的
概率就会比较高。

（作者系中国当代教育名家、黄河科技学
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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