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是个体成长和发展的
重要转折点之一，对广大考生
而言，不仅仅是为了考取一个
好成绩，而是要站在职业规划
的高度，根据自己的成绩和需
求，为自己挑出心仪的大学，并

能找到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专业。高考志愿填报是
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问题，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填报
志愿的心得体会。

一是要“知己”，了解自身情况。首先要用好自
己的高考总分，分析自己的成绩位次，做好自身定
位。高考总分是选报志愿的根本参照，考生要根据
成绩位次和各类别总分（或综合分）一分一段表，找
出近年来这个位次对应的分数，查看相应年份该录
取分数附近的院校和专业，从而初步筛选出意向的
院校和专业。其次要从自身状况出发，规避专业招
生的特殊要求。部分专业与身体条件有关联，有的
专业受视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的限制。还有部
分院校按专业学习要求，会对单科成绩和外语口语
等方面提出规定。然后，要关注学科特长和兴趣爱
好，科学选择。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职业
规划、理想志向、个人性格、擅长科目等个人实际出
发，科学合理地选择院校和专业。

二是要“知彼”，收集研读资料。首先熟悉政策，
认真阅读当年发布的有关高校招生
的政策和规定，对高考政策有整体的

把 握 。 其 次

收集信息，一般来说，考生家长可以选择的权威渠道
大致有这么几条：当地教育考试院及高校官网、官方
微博、微信公众号；招生考试之友；阳光高考信息平
台；高考高招类报纸、广播电视节目等。然后，仔细
查阅各地教育考试院下发的高校招生计划，认真研
读报考院校当年招生章程，了解院校的办学性质、
办学地点、专业设置、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培养方
向、收费标准、所属批次等。最后，了解所报考批次
的招生录取相关办法和规定，掌握填报志愿的其他
要求，知晓自己所在类别的志愿设置和投档录取规
则。这些环节家长和考生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
明确各重要事项的时间节点和查询渠道，做到心中
有数。

三是要“慎重”，考虑多种因素。一要以成绩为
基础。高考成绩是考生被录取的基础因素，直接决
定了可选择的院校的层次和专业去向。二要看院校
综合情况。院校是考生选择志愿的重要因素，考生
在选择时，既要看院校的历史、地域，也要看院校综
合办学实力。三要考虑专业发展方向。专业是考生
志愿选择的核心因素，重点大学有优势专业、普通院
校也有特色专业，是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不能一
概而论。

四是要“警惕”，防范招生诈骗。一些不法分子
和中介组织利用考生求学心切和家长望子成龙的心
理，打着种种幌子以谋取钱财为目的，进行招生诈骗
和非法助考活动。考生及家长要高度警惕，切莫轻
信，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举报。

祝愿大家高考取得优异成绩，金榜题名，录取到
自己最理想的大学和最心仪的专业。

杨洪 河南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办公室副主任

高考已落下帷幕，每到这个时候，考生和家长
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如何科学填报高招志愿。俗
话说，“七分考、三分报”，考分是考取理想大学的基
础，报考则是关键。接下来我向广大考生和家长提
几条关于如何精准分析并科学填报高招志愿的建
议：

1.从学校、专业和区域三个维度进行考虑。高考
成绩公布后，我们查分数时，同分数一起出来的不
仅有各科考试成绩，还会有省位次数据（考试成绩
排名）。虽然每年考生人数、试题难度、高校招生计
划都可能有变化，每一年的院校录取分数线会有波
动，但排名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可以根据近三年的
招生院校和省位次，做数据对比和分析。按照“省
位次”报考方法结合学校、专业和区域三个维度在自
己心仪的选项中先画一个大圈，从圈中再做比对和
选择。

2.专业选择要结合个人兴趣爱好和职业理想。
考生和家长需要明白，选择专业非常重要，我们挑选
专业时要充分考虑考生的专业兴趣、职业理想和职
业价值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理想可以激发一个
人奋斗的动力，选择有利于实现自己职业理想的专
业，对自己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往往影响到一个人
的职业发展，进而影响到人生理想的实现。专业、职
业、事业，紧密相连。

3.充分了解意向学校的招生计划和专业录取规
则。广大考生和家长要仔细查阅省教育考试院下发
的高校招生计划，认真研读报考院校当年招生章程，
特别是各专业对考生的要求，如体检、外语语种、单
科成绩等是否符合报考条件。了解你所报考批次的

招生录取相关办法和规定，知
晓自己所在类别的志愿设置
和投档录取规则。

4.特殊类别的招生计划
需要特别关注。考生如果想
报考公安、国防军事类院校，
以及免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等专业，在填报志愿
时，就需要关注提前批有关报考要求。通常公安、国
防军事类院校的还要进行体检、面试。报考免费师
范和免费医学的还要签履约协议。比如，今年信阳
师范学院面向我省考生招收本科层次地方公费师范
生 317 人，均为师范类，在校期间免收学费和住宿
费，另发放生活补助，毕业后直接到设岗县（市、区）
从事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

5.填报志愿时，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需要慎重选
择。在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中，考生档案被投递到某
一所高校后，如果考生所选专业已录满，虽然有其他
未录满的专业，而考生如果不愿服从调剂，则只能被
该校退档，参加征集志愿或下一批次的录取。所以，
建议考生选择服从专业调剂，增加被院校录取的概
率。

高考志愿填报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精准分析大
量数据信息并科学合理填报，很有可能出现高分低
录，与理想院校擦肩而过的遗憾。因此高考
结束之后建议不要过度放松，早做功课，知彼
知己，合理填报。最后预祝广大考
生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赵明民 信阳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

张永祥 许昌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
则废。高考志愿填报之前，只
有未雨绸缪，方能出奇制胜。

考场拼搏—志愿填报—投
档录取，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缺

一不可。有人说：考得好，不如报得好。此话虽不全
面，但也不无道理。考生高考志愿填报得当与否，会
直接影响到考生录取结果和考生今后的发展。今
天，根据考生和家长的需要，把多年来个人的所见所
闻和点滴经验，与大家分享交流，希望对广大考生有
所帮助。

一、把握招生政策、解读招生章程、了解招生术语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考生和家长需要了解本省、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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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发布的具体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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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河南省2022年艺术类专业部分批次实行平行志愿
模式进行投档，报考相关专业的考生就需对艺术类专
业志愿设置及投档办法有基本的了解，对目标高校的
录取规则有准确的认知。比如达到艺术本科A段报
考条件的音乐学、舞蹈学或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考
生，如果个人文化课成绩优势不足但专业课成绩较
好，可选择那些根据专业课成绩进行排序投档录取
的高校，譬如许昌学院就是这样的录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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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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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精准定位、合理填报志愿、兼顾理想与
现实

“准确定位”是考生填报志愿当中一个非常关键
的问题，知分、知线、知位次、知政策是合理填报志愿
的前提。作为考生，要对自身情况有较为客观的判
断，让高考分数和高考志愿默契配合，综合分析、科
学选择。要根据考分情况，对比往年录取位次，了解
心仪院校历年的录取分数及录取位次情况，把握招
生计划、招生章程等政策信息，合理选择大致的拟报
考高校范围，同时考虑专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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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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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全面衡量的基础上，将自己所报志愿
合理化、梯度化，按“冲、稳、保”的策略，分层次分梯
度降序确定志愿顺序。

最后，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韩松 郑州市第一中学校长

俗话说，“七分考、三分报”，取得优异成绩是升入理
想学府的关键，高考志愿填报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之
一，如何更好地填报志愿，最大化的做到分尽其用，给同
学和家长一些建议，希望有所帮助。

一、揭秘“平行志愿”
所谓“平行志愿”就是在同一录取批次的院校中，考

生可填报若干个平行的院校，然后按“分数优先、遵循志
愿、一次投档”的原则进行投档录取。

1.分数优先：根据考生的成绩，按考生志愿向高校
投档，成绩排名靠前的考生优先被投档。

2.遵循志愿：考生在本科一批志愿中填报的六所院校
依次为ABCDEF。投档时就会按照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
逐一检索，首先，当符合A志愿院校的投档条件时，考生的
档案就被投入A志愿院校中，其他后续志愿将不再检索。
如果A志愿院校的提档线高于考生成绩，就继续检索B志
愿……直至F志愿，倘若F志愿院校已经招满，该考生就
会滑档，只能等待进入征集志愿或下一批次的投档。需要
注意的是，所报平行志愿中计算机检索、投档是有先后顺
序的，6所院校在志愿填报中的排序就是投档的顺序。如
果考生所填报的平行志愿中有多所院校都可以投档，那么
档案只能投到这些院校中排在最前面的那一所（不一定是
提档线最高的）。因此，考生在填报平行志愿时，尽量将最
想就读的院校填在最靠前的位置。

3.一次投档：考生在同一个批次中，只有一次投档机会。
如前所说，如果考生投档到A院校，由于专业录取分数不够
且不服从调剂，被A院校退档，将不能再投档到后面的B、C、
D、E、F院校，需要等待征集志愿或下一批次的投档。

二、助力“科学填报”
1.志愿要有梯度：平行志愿增加了考生的选择空

间，降低了填报风险，建议“前两
个冲一冲，中间两个稳一稳，后
面两个保一保”，志愿院校之间
要有一定的梯度。

2.借助直观数据：“一分一段表”可以清晰地展现
出每个分数全省的考生累计人数、各高校历年在河南
省录取考生的平均分、最低分以及相应位次。“一分一
段表”和高校往年“提档线”，是考生选择院校的两大法
宝。

3.做到冷热兼顾：首先是目标院校地理位置上的
冷热兼顾，不能全部集中在“北上广”，东北、西北、西
南、中部地区的院校也要考虑。其次是院校名气上的
冷热兼顾，有些院校近年比较火热，录取分数线特别
高，这时选择实力大于知名度的院校增加录取机会。

4.慎看服从调剂：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关键看考生
的个人意愿。考生要充分重视“服从调剂”，从自身实
际出发，做出最佳选择。

三、精选“理想学府”
1.个人兴趣：兴趣是人积极探索某种事物的认知

倾向，有了更多的关注，自然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2.院校层次：院校的层次对个人行为习惯有着深

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发展的高度。
3.地理位置：高校的地理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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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人条件：有的专业受视力、色觉、器质性健康
状况的限制；部分院校按专业学习要求，会对单科成绩
或外语能力等方面提出规定；有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民
办院校收费较高，选报时还应考虑家庭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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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科学填报志愿的方法和技巧
高考“七分考、三分报”，报考哪所大学，选择什么专业？如何才能让高考分数发挥最大作用？如何增加被最理想的大

学和最心仪的专业录取的可能性？科学填报高考志愿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看专家如何支招。

我省 2022年普通高考及专升本省
统考已于 6月 9日顺利结束，实现了“平
安高考”“公平高考”“健康高考”“和谐高
考”工作目标。

从 6月 10日开始，我省普通高考全
面进入评卷及志愿填报阶段，全省教育
招生考试部门将持续为广大考生提供政
策咨询、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等服务。

成绩查询：6月 25日，考生可通过河
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
站、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和河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等查询本人高考
成绩。我省还将继续通过普通高招考生
服务平台只读邮件向考生发送电子成绩
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将向
关注并绑定信息的考生一对一推送成绩
信息。

志愿填报：6月 26日至 7月 6日，我
省将进行普通高招网上志愿填报，考生
需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点击首
页网上服务大厅中的“河南省普通高校
招生考生服务平台”，在登录界面输入考
生号、身份证号和登录密码进入系统并
填报志愿。

为帮助广大考生科学填报志愿，省
教育考试院将举办多种形式的志愿填报
指导咨询活动：

6 月 16 日至 7 月 3 日，省教育考试
院将联合河南广播电视台举办 2022年
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
考生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参与有关
活动。其中6月 16日—23日，考生可以

“云逛校园”提前感受心仪高校；6月 24
日—28日，“高校访谈直播”，在豫招生

院校招生负责人解读本校在我省招生政
策;6月 25日—7月 3日，“高校线上自主
直播”，在豫招生院校开通直播间为全省
考生线上答疑解惑。

6月 25日—27日，省教育考试院将
邀请在豫招生高校举行普通高招网上咨
询活动，为考生提供在线填报志愿咨询
服务，考生可于 6月 24日之后登录“河
南招生考试信息网”或关注“河南省教育
考试院”微信公众号，点击“微资讯”进入

“高考咨询活动”进行登录、注册，参与相
关活动。

咨询服务：省教育考试院将通过多
种渠道持续为广大考生提供咨询服务，
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咨
询留言”栏目、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
众号“微服务”中的“咨询留言”模块、“招

生考试之友”微信公众号“信息服务”中
的“咨询留言”模块进行线上咨询。也可
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河
南省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服务电话”，
拨打有关市、县招生考试机构服务电话
咨询，或拨打全省招生考试语音服务热
线0371-55610639进行咨询。

预防诈骗：每年高校招生期间，总有
一些不法分子和中介组织利用考生求学
心切和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以谋取钱
财为目的，进行招生诈骗等非法活动。
考生及家长要高度警惕，切莫轻信，防止
陷入骗局；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向
有关部门反映举报。

盛夏六月，挥洒汗水；金秋九月，收
获硕果。愿广大学子在新的人生赛道
上，继续跑出新成绩、创造新辉煌。

重要提醒！我省高考考生这些时间节点请关注

考生类别

2021年河南省文科

2021年河南省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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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次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

最低控制分数线

558
466

200

518

400

200
556

465

180

544

418

180

536
447
160
502
385
160

2019年—2021年河南省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