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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录取谢幕 录取率达到%&'(比去年高出)个百分点 创下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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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万考生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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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招录取率首次破六!且比去年高出
)

个百分点!全省有
%#*%

万名考生跃过龙门!顺利被大学录取" 昨天!

!+#+

年河南高招录取落下帷幕!省招生办再次向全省考生#家长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河南的高招改革力度之大#措施之多!历年罕见" 商报为您一一盘点高招改革所带来的积极变化"

此外!商报$ 考学那些事儿%历经三年!为家长#考生提供了大量及时#权威的高招信息报道!数十万读者直接或间接受益"

一方面!考生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全省考生
基数正逐步减小&另一方面!招生计划数继续保持
一定幅度增长!且计划完成情况较好"

两边因素叠加!让全省高招录取率持续冲高"

细算下来!今年省内外
!#%%

所学校!在河南共
计录取新生

%#&%)$

人! 按本# 专科分! 本科录取
!$+,##

人!扩招了
#++#!

人!专科录取
--.)%)

人"

省招生办主任杨智磊说!

%&'

的录取率!不仅
创造了我省高考录取率的历史新高! 而且也进一
步缩小了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差距仍然明显存在!今年全国有辽宁#吉林#广
东等

!#

个省份的录取率超过了
)+'

! 其中浙江#湖
南#北京等

#+

个省市录取率达到
$+'

"

而从考生数量上来看!杨智磊预计!明年我
省考生人数仍将继续减少!但缩减幅度!仍远远
赶不上北京#上海等地"

本科一批录取!头一年实行平行志愿!好处得
到充分体现"

杨智磊介绍!全省考生尤其高分考生!绝大多
数因此受益"在本科一批录取过程中!考生的志愿
满足率达到了

#++'

" 也就是说!只要上线考生志
愿服从专业调剂!全都被录取到了所填报的高校"

其中更有
.-'

的重点大学! 在录取中做到了
$ 零退档%!考生上线!就有学上!没有一所高校因
为$ 总分过低#排序靠后%而拒绝录取考生"

在录取全部结束后!全省文科
%++

分以上的考
生无一人落选&理科

%++

分以上的考生只有
&-

人未
被录取"

这比以往情况大有改观"以前!几乎每年超过
一本线

-+

分以上的落榜生!都有数百人"每年我省
还需启动高分保护政策! 对这些落榜高分考生进
行再录取"

随着计划增多#且屡有扩招!河南
的高考生!能上一本的越来越多"

今年!一本招生人数也再次刷新纪
录!

!!$

所院校共录取考生
-,+#.

人!这比
去年同批次多了约

&+++

人" 一方面是计
划比往年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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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院校的大举扩招!也是个重要因素"

省招生办表示!不少知名高校看好

我省生源质量!纷纷扩招!共有
#&%

所学校扩
招
!$+$

人"

单是扩招人数在
.+

人以上的
!##

高校!

就有
#%

所!其中不乏清华大学' 扩招
.$

人( #

北京大学' 扩招
.-

人(等国内龙头高校!也有
复旦大学' 扩招

.#

人( #中国科技大学' 扩招
%.

人(等一流名校!而武汉大学扩招人数更
是创下新高!达到

,-

人"

商报前两天报道的考生李盟盟!如
今已经有学可上"但问题刚开始一经披
露!网上舆论几乎一边倒认为!招生部
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甚至有网友
说!在河南!农村考生众多!根本不具备
网上报考的基本条件"

但实行网上报考志愿!正是为了让
录取程序更透明更阳光!从而更好地保
护所有考生的利益"

事实上!招生工作的辛苦!大多不
为人知 " 在登封高招录取现场 !招生
工作人员几乎都有过彻夜不眠 #通宵

办公的经历" 有时候!为了争取高校多投
放一个扩招指标!工作人员甚至磨破嘴皮

$ 推销%河南考生" 记者了解到!有的高校
追加扩招计划!就是被省招办工作人员的
不懈努力所打动"

而在网上报考阶段!发现部分考生的志
愿提交不成功后!省招生办也多次启动紧急
预案! 通过基层招办提醒到每一个当事考
生!让其重新进行志愿填报"

此外! 李盟盟的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
决!也正是基于对考生负责的精神!省招生
办有错必纠!让考生有学可上"

从
&

月份一直到现在!历经近
.

个月
时间!商报$ 考学那些事儿%专题报道陪
伴考生一路走来!数十万读者直接或间
接受益"

商报的高招咨询
//

群! 从开通第
一天即告满员!随后又增加了几个相关
咨询

//

群!也同样爆满" 直到目前!每
天仍不断有考生要求加入!只为分享商
报高招信息"

家里有考生的商报订户!每天早晨

读商报的考学报道!已经成为雷打不动的习
惯!甚至哪天的报道规模小了!都会再打电
话向记者详细询问" 还有不少省外读者!通
过网络看到商报高招报道!也会主动和记者
联系!咨询报考河南高校等"

连续三年!$ 考学那些事儿%已经成长为
商报新闻的一个品牌" 在今后的日子!我们
将继续孜孜以求!不断改进!坚持以报道$ 润
民%!为读者提供更及时#更丰富的考学新闻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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