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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郑州市区中招实行网上报名 系统登录密码将绕过学校直接发给家长

=>日?=@日考生要进行网上信息核对
今年%郑州市区中招将全面实行网上报名&

>

月
=>

日
?=@

日% 郑州市教育局将开通

! 中招网上报名系统"% 考生须对系统中的个

人基本信息进行核对% 登录密码将通过短信

发送到考生监护人的移动手机号上% 这个密

码也是中招网上报名填报志愿阶段的登录密

码%考生要妥善保存&

信息核对时% 考生如发现登记信息与实

际不符须及时修改% 以免影响下一阶段的网

上报名及志愿填报&

短信发送密码服务% 只针对移动手机

用户&

如学生学籍信息中% 没登记移动手机

号%或登记的手机号码有误%或者手机号码

重复% 考生的初始登录密码一般将设为学

生的身份证号码% 具体获取途径也可咨询

学生现就读初中学校&

教育局提醒% 这部分考生须对初始密

码重新设定&

如果既没登记移动手机号%又没身份证

号的%考生或家长须从登录页面下载! 学生

密码修改申请表"% 带上父亲或母亲的身份

证'学生户口本%到市中招办现场重设密码&

! 登录密码是中招网上报名志愿填报阶段

的登录依据% 修改后需注意保密并妥善保存%

以防被篡改或丢失& "郑州市中招办负责人说%

系统登录密码%属学生个人所有%任何学校和

老师不得通过任何途径获取或修改&

通过密码%考生进入信息核对和修改

页面后%除姓名'民族'学籍号'考生类型

和照片五项信息外%其他各项信息如与实

际情况不符%考生可进行修改&

如果以上五项信息与实际不符%考生或

家长可从登录页面下载! 学生信息修改申请

表"%就某一项或几项信息提出修改申请%家

长签字后%经学校审核%统一报市教育局基

础教育处进行修改% 其中需要修改姓名'民

族'考生类型信息的须提供学生户口本原件

和复印件&

据介绍%此次信息核对与修改%是中招

前最后一次% 学生在信息审核时一定要仔

细& 户口已经转到郑州的考生%需要将信息

改成现在户口本上的信息&

! 此次信息核对是网上报名的重

要阶段%信息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志愿

的填报和录取& "郑州市教育局要求

考生和家长重视&

郑州市中招办特别提醒家长和

考生(通过短信发送的登录密码也是

0A"B

年中招网上报名志愿填报阶段

的登录密码% 要注意保密并妥善保

存%防止被篡改或丢失&

网上信息核对% 考生可以在家%

也可在学校机房&为保证学校网络和

计算机设备正常运转%一些学校安排

专门时间%为学生上网提供方便&

在信息核对阶段%对没有上网条

件的学校和考生% 教育部门指定了
>

所学校免费开放机房&不具备上网条

件的考生%可就近到郑州五中# 管城

区南关街
C

号$ '郑州二十三中# 金水

区经二路与政四街交叉口$ ' 郑州六

十中# 兴隆铺路
=

号$ '郑州六十三中

# 管城区航海东路
==D

号$和郑州中学

# 高新区瑞达路$ 等五所学校上网浏

览'核对信息&

²

QRS52TUVWXYZ[

今年%市区中招全面实行网上报名%包括市区普

通高中及中职中专招生&

网上报名%登录密码的! 掌控权"决定考生志愿

填报的自由度&去年%网上报名的登录密码经学校下

发时%一些学校的学生遭遇! 截留"& 今年起%郑州市

中招办将绕过学校%登录密码直接告知家长&

! 教育局曾进行过摸底%

DAE

以上的家长用的是

移动号码& "郑州市教育局一负责人说%短信服务平

台只为学生提供
C

次密码重置机会% 如
C

次机会用完

还须重置密码% 需持有关证件 # 父亲或母亲的身份

证%学生户口本$到市中招办# 南阳路
CFG

号郑州教育

电视台院内一楼$现场办理密码重置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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