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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类别

2020年河南省
文科

2020年河南省
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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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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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控制分数线

556

465

180

544

418

180

536

447

160

502

385

160

547

436

200

499

374

200

2018年—2020年河南省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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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专家如何精准分析科学指导填报志愿
俗话说：“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考志愿填报关乎人生的发展方向，是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究竟该如何填报高考志愿呢?在此，本报特邀四位专家为您精准分析，助您科学报考!

□张石

考生要想进入理想的大学和

专业，除了高考成绩，志愿填报很

关键，其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高

考，关系到考生个人的前途和命

运。

一、科学精准掌握信息
搜集的途径

每 年 这 个 时 候 对 于 广 大 考

生和家长来讲如何科学合理填

报志愿是最纠结的时刻。高分

纠结，面对这么多学校，不知道

选 哪 个 更 合 适 ；刚 过 一 本 或 二

本 分 数 线 更 为 纠 结 ，想 在 学 校

和专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

着 实 不 易 ，所 以 都 想 从 各 高 校

招办得到确切的答案。考生和

家长们请关注河南省招生办编

制 的 近 三 年《河 南 省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报 考 及 录 取 统 计》，很 有

参考价值。从平行志愿的投档

规 则 看 ，各 高 校 近 些 年 的 录 取

分 数 线 对 应 的 位 次 相 对 稳 定 ，

分析您所关注的高校近三年的

录取位次和今年考生自己的分

数 在 河 南 省 所 处 的 位 次 ，做 个

对比分析基本就能得到初步的

答案。

二、统筹考虑学校、城市、
专业的关系

填报志愿，主要考虑三个要

素——学校、城市、专业，但分数有

限，考生只能在几个要素之间权衡

取舍。最常见的做法是，先将某个

要素列为最高的优先级，然后进一

步挑选。比如，先考虑学校档次，

挑中了学校再说；或者先选定城

市，再挑学校；还有先定下来一定

要学的专业，然后看哪个学校够分

数。看似简捷有效的选择方式，却

存在着很多问题。优先级怎么确

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比如，房产自媒体一定是认

为城市最优先，高校教师则往往认

为应该是学校优先，而职场上的专

业技术人员很可能会认为应该专

业优先。总之，考生和家长应该根

据自己的家庭情况、社会资源和个

人兴趣爱好做出选择。

三、合理规避平行志愿
录取的风险

考生要了解平行志愿的规则，把

握好填报策略，特别要注意合理的规

避以下风险：一是平行志愿间没有

拉开梯度。如果考生定位不准确，

院校(专业组)志愿中的多个平行院

校(专业组)的志愿之间没有拉开梯

度，一厢情愿的追求自己最理想的

学校，就可能导致所填报的几所院

校(专业组)志愿都落空。二是填报

的院校志愿过少。以往个别考生只

认定自己中意的极少数院校(专业

组)志愿，而其他的平行志愿空缺不

报，就会出现因为高考成绩未达到

院校(专业组)的投档线而不能被投

档。三是填报的专业志愿过少。如

果考生只报考某些院校(专业组)的

一两个专业，当考生档案被投档到

招生院校后，就有可能因总分和相

关科目成绩偏低、不服从院校专业

调剂、身体条件受限等原因，面临投

档后被退档的风险。

（作者系河南工业大学招生工
作办公室主任）

□吴振民

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考分数出来之
前的空档期是研究志愿填报的最好时间
段。提前研究志愿填报的政策及报考流
程，尽量做到分尽其用，对于考生来说至
关重要。

一、关于平行志愿

所谓平行志愿，是指考生填报的高考
志愿之间属于平行关系（按照志愿表上志
愿自然顺序的位置，在此把它们称为 A、
B、C、D、E、F志愿）。平行志愿是按照“分
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进行
投档。有人把平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比喻为
乘车出行。比如，可以把在全省第一批录
取的所有招生计划看成是一列高铁上的所
有座位，每个座位上都贴好了所对应院校
的标签，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郑州大学
等（每所学校预留的座位数就是当年该高
校在我省录取的计划数，一个计划对应一
个座位）。在车站站台上，全省同一科类的
考生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排好队，列
车员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叫号上
车，谁分高，先叫谁。当叫到某位考生时，
需要先看他所填报的平行志愿A志愿（遵
循志愿）的学校是否还余有空座位，如果尚

有空位（计划未满），他就可以上车坐到相
应的位置上（顺利投档A高校）；如果考生
填报的A志愿学校没有空位，再看其B志
愿学校是否有空位，如果有位置，则他就可
以上车坐到相应的位置上（顺利投档B高
校）；如果没有，接着看C、D、E、F位置。

在填报平行志愿的时候，既要充分考
虑几个平行志愿的位置排列关系，也得认
真研究高校的《招生章程》；六个志愿学校的
梯度排列要合理，在是否同意调剂志愿的
问题上要慎重。一般来说，依据近几年各
个学校在我省招生的录取分数线或者录取
学生的大致名次，尽量把录取分数线偏低
的学校位置往后面排，高分的学校排在自
然位置靠前的地方。这也是许多专家建议
的在平行志愿填报时“前两个冲一冲，中间两
个稳一稳，后面两个保一保”所表达的意思。

二、关于分数线和“一分一段”

1.分数线。每一所招生院校在不同
类别不同批次都有自己的投档分数线，简
称投档线，对招生院校而言也称“调档线”
或“提档线”。平行志愿的调档比例，一般
都在高校招生计划的 105%左右，也有高
校提出按该校招生计划数的 100%调档。
此外，招生院校在不同科类、不同批次按
招生计划完成录取后，所录取考生中的最

低分数即为录取分数线。不同专业录取
考生中的最低分数即为各专业的录取分
数线。一般来说，除降分录取外，录取分
数线≥投档分数线≥录取控制分数线。

2.一分一段。一分一段表，是将全省
同科类考生的档案分（高考各科成绩＋优
惠加分）从高到低排列（分数相同的则为
并列），再按每 1 分一段，统计“本段人
数”；从本段向上一直到最高分段的所有

“本段人数”相加，则为“累计人数”。一分
一段表上显示出每一个分数全省的考生
有多少名，数据参考价值很大。

三、关于志愿选择

志愿填报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除了大家普遍关注的城市、院校和专业之
外，还要全面了解所报院校的深造率、就
业率、出国交流率等因素。发达地区、沿
海城市对河南考生的吸引力较大，但竞争
也相对激烈，有时候需要为一个好城市而
在其他方面做出适当牺牲。高分考生可
以同时考虑院校和专业；如果成绩中等，
建议以选院校为主，尽量选知名度较高的
综合性大学或者专业实力强的院校；分数
稍微低一些的考生，建议以选择专业为
主，从就业或深造角度去考虑。

（作者系河南省实验中学校长）

6月 25日凌晨起，河南考生可以查询高考成
绩，高考线上咨询会也将在25日同步开启。

全省高考网上志愿填报系统将于 6月 26日
正式开通。

考生可通过以下途径查询本人高考成绩：
1.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厅政务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河南招生
考试信息网、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免
费查询。2.到各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
大厅免费查询。3.登录“豫事办”查询高考成绩。

关于志愿填报

志愿填报分3次，其间可修改2次。
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分三次进行：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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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0日 8:00—7月 2日 18:00。填报：
艺术本科A段、艺术本科B段、特殊类型招生、本
科一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志愿。

（3）7月 4日 8:00—8日 18:00。填报：专科
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

不同批次志愿设置不同

1.志愿分批
（1）本科（非艺术类）志愿分为本科提前批

（含体育、军队、公安、司法、地方公费师范生及其

他有特殊要求的本科专业，公安、司法专科专业
随该批录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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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提前批各
类不得兼报，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类。

（2）艺术类本科分艺术本科提前批、艺术本
科A段、艺术本科B段。艺术类本科与非艺术类
的本科批次录取同时进行，与非艺术类的本科提
前批不能兼报，其他批次如出现兼报，按照各批
次投档录取时间顺序进行投档。

（3）专科层次分专科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批。
专科提前批包括艺术、体育、定向培养士官、空
乘、航海、医学、小学教育（全科教师）等专科，各
类别不得兼报。

2.志愿设置
（1）本科提前批（除体育类、地方公费师范生

外）、专科提前批（除艺术、体育类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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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提前批的体育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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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提前批的体育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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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专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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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时凭录取通知书和定向就业
意向书报到。

分数查询 志愿填报 高考咨询指南

□张永祥

高考志愿填报是高招考试中非常重要

的一环，考生高考志愿填报得当与否，会直

接影响到考生高考志愿录取结果和考生今

后的发展。那该如何做好高考志愿填报这

一重大决策呢？在我看来，考生和家长需

要重点了解和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了解政策变化，理解基本概念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考生和家长需

要了解本省区市近几年招生录取改革的

一些重大举措或新的录取办法、管理规定

等。如实行“新高考”地区的考生和家长

要尽早了解所在省市发布的具体政策，尽

早分析高校招生专业对选考科目的要求、

志愿填报的规则等；再如河南省 2021年

体育类专业实行平行志愿模式进行投档，

报考相关专业的考生就需对今年体育类

平行志愿投档办法有一定的关注。

其次，考生在报考时应先熟悉所报院

校的招生章程，特别是投档原则、选考科目

要求及专业录取原则，避开相关的“坑”，比

如专业体检受限、外语语种限制等。

再次，要理解志愿填报中的一些基本

概念，如录取分数线、最低录取控制分数

线、最低高考分数线等，理解平行志愿投

档的基本原则等。

二、准确定位、合理填报，兼顾
理想与未来

“准确定位”是考生填报志愿当中一

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是合理填报志愿的

前提。作为考生，要充分了解自己，明确

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让高考分数和高考志

愿默契配合，首先结合考分情况，对比往

年录取位次，其次了解各院校历年的录取

分数及对应排位情况，比对自己的情况，

找准定位，找到自己适合的院校和专业，

进而合理进行志愿填报的选择和取舍！

在填报志愿时，考生一方面要根据自

己的特点、兴趣和志向，明确职业发展，并

以此来选择学校和专业类别。另一方面，

在填报志愿时又不能局限于某一学校或专

业，要放开视野，做长久打算，把自己的志

向和愿望同社会的需求、就业的现状融合，

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避免脱离实际。

在选择学校时，首先考虑学校的办学

层次，不同学校之间在教学水平、科研实

力、国际交流、就业升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

距。其次可以考虑城市的选择，很多大学

生都把学校所在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人文环

境、气候条件、发展潜力以及能否提供合适

的实习、就业岗位等因素都需要综合考量，

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学生未来的眼界提升，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学生今后的发展方

向。最后，填报学校志愿时，既要考虑填报

学校往年录取最低分在全省的排名，也要

考虑将自己所报志愿合理化、梯度化。

在选择专业时考虑毕业后的就业难易

和发展前景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要从发

展的眼光看，因为现在选择的专业志愿，其

就业和发展情况可能要等四年之后才见分

晓。眼前毕业生就业紧俏的专业四年后也

许仍然紧俏，也许趋冷；相反的，目前就业

较难的专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四年后毕业

生就业会变得紧俏。因此考生在选择专业

志愿时一定要着眼未来。需要注意的是，

除考生对某一专业有特别志向外，建议服

从专业调剂。

（作者系许昌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

□桑振平

高考虽然已经结束，但对考生

来说，志愿填报又是一场无形的考

试。俗话说“考得好不如报的好”，

填报志愿非常重要。只有知己知

彼,方能遂心如意。那么就如何科

学合理地填报志愿，我和大家分享

一些心得体会。

一是准确把握高考形势，
精准搜集信息

考生和家长首先要通过省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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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了解招生计划、录取批

次的投档规则、志愿填报时间等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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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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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理智掌握志愿填报
顺序，保持合理梯度

我省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实

行的是平行志愿投档，计算机投

档时首先会检索排在前面的院校

志愿，一旦符合条件就会投档，排

在后面同一批次的院校志愿即使

也符合条件，也不会再有投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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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

保”的原则。冲一冲，即考生填报

平行志愿的第一志愿时，要选择

自己非常喜欢但有一定难度的院

校；稳一稳，把较为满意并有一定

把握录取的院校放在中间位置；

保一保，把可以接受并且录取希

望比较大的院校放在靠后位置。

同时要尽量填满院校志愿，提高

投档和录取的概率。专业之间的

顺序同样也需要拉开梯度，要考

虑部分专业的体检要求，尽量避

开自己身体受限的专业。建议专

业之间选择同意调剂，以降低退

档的风险。

三是合理做好沟通与分
析，科学填报志愿

填报志愿时，家长应该充分

尊重考生的兴趣爱好、学科特长、

生涯规划等个性化的需求，不能

一味地站在自己的立场替孩子填

报志愿；学生要充分了解自己所

填报院校相关专业的实力和发展

前景。建议由考生本人理性地填

报自己心仪的高校和专业，家长

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建议和有

用信息，助力考生顺利被理想的

大学录取。

总而言之，现在是知分报志

愿，又有平行志愿，高考志愿填报

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技巧上可以

按照“两冲、两稳、两保”的原则，在

精准把握高考形式、准确搜集报考

信息的基础上，理智分析、合理沟

通，定能得偿所愿。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招生就
业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