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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创立于1912年，是河南建
校最早的高校。建校106年来，河南大
学植根中原沃土，回应时代呼唤、社会需
求和人民期盼，形成了理性成熟的大学
文化，展现了追求真理、严谨朴实的个性
品格，锻造了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河大
精神，成为学校办学育人的精神航标，莘
莘学子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一直以来，河南大学秉承“明德新
民，止于至善”的校训，弘扬“团结、勤奋、
严谨、朴实”的校风，充分发挥文化、学
科、科研和人才优势，秉持系统培养、协
同育人理念，牵手世界名校，构建立体
化协同育人体系，培养了60多万各类优
秀人才，提升了区域创造能力和创新活
力，为中原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人才和智力支持，为河南的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
注重多学科协同育人

河南大学现有本科专业97个，涵盖
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
学、理学、工学、医学、农学、教育学和艺
术学等12个学科门类，形成了多学科协
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学科专业体系。

为适应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对人
才需求的新形势，满足一流学科大学建
设对一流本科教育、一流人才培养质量
的新要求，河南大学紧紧围绕人才培养
质量这一核心使命，坚持内涵发展，推
动特色发展，构建了以文理医工为主、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发展体系和协
同育人体系。

依托学校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交叉
融合优势，河南大学凝聚了朱绍侯、吴
雪莉、王立群、王家耀、耿明斋、宋纯鹏、
万师强等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构建了以
院士、杰青、特聘教授、黄河学者、博士
生导师为主干，优秀学术群体为支撑，
广大教师为基础的立体人才体系。

为探索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
专业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河南大学启
动实施了《河南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明德计划》，按照加强基础、淡化专业、
因材施教、分流培养、注重创新的教学
原则，实施低年级通识基础教育、高年
级宽口径专业教育有机结合的培养模
式，将人文与科学素养教育贯穿学生培
养的全过程，注重学生知识、素质与能
力的全面培养和学生人格结构的整体
优化。

此外，河南大学还发挥地处“八朝
古都”开封的地域和文化优势，围绕宋
文化、黄河文明等，建设文化特区，打造

一批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
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为一流人
才培养提供了坚实基础。

教学科研互通互利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直以来，河南大学秉持以教学为
中心、以学生为根本的育人理念，注重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运用最新科研成
果、先进教育方法手段，促进教学科研
互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
渗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河南大学坚持教授为本科生授课
制度，构建专业课程人文化、人文课程
综合化培养模式，先后推出新生研讨课
等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学校现有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教
育部体育艺术师资培训培养基地、国家
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家大学
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中华优秀文
化艺术传承基地等30多个国家和省部
级研究教学平台。为启迪、培养、提升
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创新能力提供了基
础保障。

在教学科研互通互利，协调发展的
同时，河南大学还着力构建多元化的实
践教学体系，在认真做好实验、实习、实
训等课堂实践教学环节的基础上，积极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各
级各类学科专业竞赛以及社会实践等实
践创新活动，为不同层次、不同发展方向
的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空间，使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得到不断提高。

学校致力于营造创新创业的浓郁氛
围，激发了学生创新创业热情。当前，

“创青春”河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赛事
已成为校园热门赛事，场面火爆。

拓宽国际合作渠道
重视国际人才培养

2015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河南大学
迈阿密学院，这是河南省首所与世界名
校合作的本科层次、非独立法人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2017年，迈阿密学院首
次招生。这是河南大学不断拓宽国际合
作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又一成果。

1912年建校以来，河南大学形成了
前瞻开放国际化办学的传统，高度重视
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国际化
水平和国际交流合作能力。河南大学

“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继续实施
国际化战略、“7100计划”，搭建国际交
流合作平台，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示
范、引领、带动作用，完善国际化支撑服

务体系，着力培养国际化高素质人才。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河南大

学国际化教育发展，支持河南大学提升
国际化办学水平。2010 年 3月，河南
省人民政府批准河南大学设立国际学
院；2011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制订了
《百年名校河南大学振兴计划》；河南大
学设立专项资金 1200万元开展“师生
国际化交流提高项目”，在教师国际化
队伍建设、学生国际化培养、高端专家
引进、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建设和品牌国
际会议培育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2016年，河南大学获批高等学校学科
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这是
河南省高校首次入选，标志着河南大学
国际化合作办学再上新台阶。

丰富校园文化内涵
发挥文化育人功能

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预校校门、
贡院碑、首任校长林伯襄雕像、邓拓纪
念碑以及九章路、访秋湖、马可广场等
以著名校友命名道路、广场、楼宇、湖
泊……河南大学的一草一木，一路一
湖，处处体现着校园文化建设的细节，
使广大师生时时处处接受校园文化的
浸润。

河南大学高度重视发挥文化育人、
环境育人作用，注重运用中华优秀文
化、厚重中原文化、千年古都文化、百年
学府文化资源，通过定期组织师生观校
史、唱校歌、读校训、访校友等活动，深
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广泛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积极开展教学环境文化建设，
为一流人才培养提供重要文化支撑和
精神滋养。

河南大学还充分发挥“国家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中华优秀文化
艺术传承基地”作用，积极举办校园歌手
大赛、太极拳比赛、河大杯足球赛等校园

赛事，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河南大学抗
战时期潭头办学旧址纪念馆”“红烛业
——明清师德师风笔墨珍藏展”荣获教
育部“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展示
项目……河南大学希望可以通过举办艺
术展、纪念活动等形式，积极把河大精神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人才
培养全过程，充分运用校训、校歌、楼宇、
景观等校园符号，彰显河大特色，传承弘
扬优良校风学风。

为了加强行为文化建设，实施行为
引领工程，持续打造校园文化品牌与特
色活动，河南大学积极实施“文化+”战
略，塑造了具有丰厚文化内涵和现代文
化气息的建筑艺术形象和校园环境品
格。除此之外，河南大学积极实施环境
优化工程，加强环境文化建设，对校园
环境进行整体规划，升级改造校园自
然、人文景观和文化基础设施，把明伦
校区深厚文化底蕴延伸到金明校区、龙
子湖校区。

融入国家区域战略
践行服务社会使命

河南大学高度重视社会服务功能
发挥，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区域发展、行
业进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在河南
实施的系列国家战略中，充分发挥学校
综合优势，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提供有
力人才保障、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

河南大学充分发挥人文社会学科
优势，积极参与“弘扬中原大文化，增强
文化软实力”战略实施，服务中原文化
传承创新区建设，在中原文化传承创新
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如今，河南大学中
原发展研究院、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宋文化研究院等成为政府决
策的重要智库。河南大学积极服务国
家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主
持、参与 100多个国家级、省级层面旅

游等文化规划的编制，获批全国考古发
掘团队领队资质。

2017年，河南大学招生宣传片《河
大印象之岁月·书香》惊艳上线，短短几
天就风靡全国。其中，“《百家讲坛》最
佳学术主讲人”王立群教授在宣传片中
的深情解说更是吸引了一大批“粉
丝”。目前，河南大学已有多名专家学
者走上《百家讲坛》等国家级平台，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服务河南文化产业建设，充分发挥
中原文化建设决策咨询作用，获批河南
省文化发展研究基地。推动中原文化走
出去，获准设置华文教育基地、汉语国际
推广基地。重视国别文化研究，获批教
育部国别研究基地，以色列研究所成功
入选教育部“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

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纳米杂化材
料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等科研机构，河南大学努力加
强与行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区的合作，
在植物逆境生物学、纳米材料技术、民
航天气预报系统、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
技术、工业用水循环利用技术等方面取
得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应用成果。

作为一所有追求、勇担当的大学，
河南大学继承百年办学传统，打造人才
培养高地，践行育一流人才使命。一百
多年来，自强不息的河大人辛勤耕耘，
弦歌不辍，桃李芬芳。河南大学培养的
优秀学子遍布祖国四面八方、世界各
地，在社会上享有“铁塔牌”美誉。千千
万万河大学子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成为河南乃至全国经济、文
化、教育等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以综
合素质高、发展后劲足、踏实肯干、韧性
坚持、敢于创新、敬业爱岗受到社会的
广泛认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应有贡献，铸就了河南大学永恒的丰
碑，成为母校永远的骄傲。

●● ●● ●●

2018 年是河南大学入围“双一流”建设高校
行列后的首次招生，学校积极深化招生录取制度
改革，优化生源结构，提升招生层次，提高生源质
量，招生主要政策如下：

一、全部专业按照本科一批和提前批招生

2018年，河南大学面向全国 31个省份（自治
区、直辖市）招生，共计划招收本科生 9600人，其
中河南省内招生计划近 7000 人，省外招生计划
2600余人。今年河南大学为进一步提高生源质
量，助推学校“双一流”建设，除艺术类、体育类专
业在提前批录取外，其他所有专业均放在本科一
批录取，本科一批招生计划8300余人。包括：1.普
通文理类所有专业；2.中外合作办学类所有专业；
3.软件类所有专业；4.联合办学类（包括与开封大
学联合办学和与濮阳工学院联合办学）所有专业。

二、扩大实施按大类招生范围

今年学校继续推进实施按照大类招生，不断
扩大按类招生范围，新增化学类招生，包含化学和
应用化学专业。目前，学校在提前批和本科一批
共有 15个按类招生专业类，包括：经济学类、金融
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历史学类、教育学类、心理
学类、新闻传播学类、地理科学类、公共管理类、数
学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药学类、化学类、设
计学类，共涵盖 37个具体专业（方向），招生计划
近2500人。

三、新增三个本科专业，均按照大类招生

2018 年学校新增三个本科专业，分别为：网
络与新媒体、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安全。
今年首次开始招生，均实行按大类招生，其中网络
与新媒体专业按照新闻传播学类招生，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信息安全两个专业按照计算机类
招生。

四、继续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实施专项
招生计划

为增加农村贫困地区考生上重点大学的机

会，按照国家及河南省有关政策要求，河南大学
2018年继续面向河南省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地
区考生，实施国家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
项计划（简称“国家专项计划”）150人，地方重点高
校招收农村考生专项计划（简称“地方专项计划”）
132人，所投放文、理科专业近 30个，均为优势专
业。

五、中外合作办学类专业计划招生
2000人，新增1个招生项目

河南大学注重开展国际合作办学，连续多年
与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的知
名高校进行合作办学，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化人
才。2018年新增与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本科
课程合作项目，合作招生专业为金融数学，招生计
划100人（限招理科）。

2018 年共投放中外合作办学类本科招生计
划 2000余人，所有专业均放在本科一批招生（艺
术类专业在提前批招生）。其中，迈阿密学院（招
生计划195人）面向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广东、
浙江、贵州、安徽等省份招生。国际教育学院（招
生计划1310人）面向河南、河北、黑龙江、安徽、山
东、湖北、湖南、广东、贵州、上海、辽宁等省份招
生。欧亚国际学院（招生计划 650人）面向河南、
河北、黑龙江、山东、湖北、广东、天津等省份招生。

六、艺术类表演专业录取原则变化

该专业具体录取原则为：
表演（普通高中生，使用河南省声乐统考成

绩）专业，培养民族歌剧人才。在视唱合格的基
础上，按照专业主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要求专业主科成绩不低于 85 分。如专业主
科成绩并列，再按照专业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
优录取。

表演（普通高中生，使用河南省表演类统考成
绩）专业，培养戏剧戏曲人才。按照专业总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表演（对口生）专业，使用河南省对口音乐类统
考成绩，只招收主科为戏曲的考生，在视唱合格的
基础上，按照专业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学院
名称

迈阿密
学院

国际教
育学院

欧亚国
际学院

专业名称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

环境科学

土木工程

金融学

统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会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物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航空
设备检测与维护方向）

工商管理（航空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航
空方向）

金融数学

通信工程

电子商务

俄语

播音与主持艺术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科类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文/理

文/理

文/理

理工

文/理

文/理

理工

理工

文/理

理工

理工

理工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学制

4

4

4

4

4

4

4

4

4

5

5

4

4

4

4

4

4

4

4

4

4

招生
计划

60

45

45

45

120

80

230

180

160

120

12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0

100

100

100

学费
(元/年)

18000

18000

18000

15000

18000

18000

18000

河南院
校代码

6014

6009

6009

6009

6009

6009

6009

河南录
取批次

本科一批

本科一批

本科一批

艺术本科A
段

备注

与美国迈阿密大学合作办学

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合作办
学

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合作
办学

与德国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
合作办学

与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大学合作
办学

与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合作
办学

与美国欧道明大学合作办学

与俄罗斯南联邦大学合作办学

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合作办学

与俄罗斯南联邦大学合作办学

河南大学2018年本科招生主要政策

咨询热线：0371—22196686
招生办电话：0371—22868221（兼传真）
招生办网址：http://zs.henu.edu.cn
电子信箱：hedazhaoban@126.com
招生办官方微信：zsbhenu
招生办官方微博：http://weibo.com/hndxzsb
地 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邮 编：475001

河南大学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河南大学官方新媒平台二维码 河南大学招生办微信二维码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南门

河大学子在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中荣获金奖

河南大学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联合建
设的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现了河南高校国
家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

留学生连续两届荣获“河大杯”足球赛冠军

河南大学2018年中外合作办学招生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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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152018年6月 13日 星期三

河南大学：培养“铁塔牌”一流本科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