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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是省
属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河南省重点支持
建设的骨干特色高校之一，是河南省博士学位授
予重点立项建设单位。

学校现有文北校区、文南校区和郑东校区 3
个校区，占地面积 2000多亩，总建筑面积 110余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体育场等基础设施齐全，
是郑州市花园式单位，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

学校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干，兼有文
学、理学、工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门类，65个本
科专业，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法学、哲学、地理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城乡规
划学 11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另有金融、应
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资产评估、法律、农业、
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审计、新闻与传播、社
会工作、工程、工程管理 1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类别。金融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
易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财政学为国家级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经济管理与现代服务业学科群”入选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有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
济管理、哲学、法学、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9个
省级重点一级学科，有计算机应用技术、中国古
代文学2个省级重点二级学科。

学校拥有一支阵容整齐、结构合理、学术精
湛、锐意创新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2000余
人。拥有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第一层次入选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省管优秀专家、省
级学术技术带头人、省级创新人才、全国模范教
师和省级教学名师等优秀人才。全校现有全日
制在校学生近30000人。

学校注重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教育教学质
量上乘，就业形势良好。学校建设有 6个省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和 1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是省级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和省级卓越工程
师培养基地。近三年，学生在全国性学科竞赛、
创新技能竞赛中获国家级奖励近500项。学校设
有本科生导师制，以本科生为主力撰写的《退休
行为及退休年龄研究》《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
《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扶贫政策：政府导
向或市场导向》等专著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多年
来，毕业生年底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毕
业生深受用人单位欢迎，连续获得“河南省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是国
家人才网毕业生求职信息注册全国就业推荐单
位及河南省确立的“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财经
政法类分市场”和“河南省高校创业教育示范学
校”。

学校立足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健全
科研机构，涌现了一批原创性、标志性、前沿性研
究成果。学校现有河南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院、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现代服
务业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和河南经济研究中心
等省级智库、研究基地16个。学报《经济经纬》为

“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
CI）来源期刊”和“全国百强社科学报”；《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学报》为“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
刊”。学校积极发挥学科、人才和信息优势为国

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特别是全方位服务
中原经济区开发开放，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智囊团”和“人才库”。
学校坚持国际化办学，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

象。学校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
兰、爱尔兰、印度等国家的大学及文化教育机构
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平
台，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教学课程体系,
共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学校实
施骨干教师海外培训计划，加大访问学者的派出
力度，提升教师国际化水平。

近年来，学校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河南十大领军高校”“河南公众满意的十佳本科
院校”等称号；先后获得“河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
进单位”“河南省普通高校先进党委”“河南省文
明单位”等荣誉称号。目前，全校师生秉承“博洽
通达、弘毅致远”的校训，弘扬“团结、勤奋、求实、
创新”的校风，实施“人才强校、质量立校、学术兴
校、特色名校、制度治校、文化厚校”的战略，正在
为建成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特色鲜明的高水
平大学而努力奋斗！

2018年本科招生专业情况表

实际招生专业及批次以主管部门审批公布为准，分专业信息请查询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招生信息网。

类型

普通本科

（本科一、

二批）

中外合作

办学本科

艺术本科

招生专业

经济与贸易类(含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经济专业)、国际商务、工商管理类(含工

商管理、市场营销专业)、管理科学(项目管理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含工程管理、工

程造价专业)、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类(含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专

业)、物业管理、金融学类[含金融学、保险学、金融工程、投资学(期货方向)、投资学专

业]、金融学(CFA方向)、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软件工程(金融信

息化方向)、物联网工程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法学、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学

(ACCA方向)、会计学(CPA Canada方向)、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审计学、资产评

估、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类(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经

济学、经济学(经济计量方向)、能源经济、旅游管理类(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专

业)、统计学类[含统计学(数据工程方向)、应用统计学专业(风险管理与精算方向)]经济

统计学、信用管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新闻传播学类(含广告学、新闻学、网络与

新媒体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类(含汉语言文学、秘书学专业)、外国语言文学类(含英语、

商务英语专业)、俄语、地理科学类(含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城乡

规划、财政学类(含财政学、税收学专业)、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专业)、金融数学、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社会工作、社会学、体育经济与管理、知识产权

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工程管理、金融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金融信息化方向）、法学、广播电视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金融数学、电子

商务、经济统计学、经济学

绘画、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专业）、音乐学

招办微信公众号 招办新浪微博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180号（450046）

学校网址：http://www.huel.edu.cn

招生信息网：http://zs.huel.edu.cn/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hncdzsb

微信平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招生办

招生咨询电话：0371-60990931 60990932

教学楼 体育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是一所有 62年办学历
史，以工学为主，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
学、法学、文学、艺术学和农学等多学科协
调发展，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
养体系，面向全国招生的公办普通多科性
大学。学校现有 21个学院，69个专业，20
个硕士一级学位授权点，118个硕士二级
学位授权点，基本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
结合、文理渗透、特色鲜明”的学科和专业
结构。

学校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粮油食品学科
群和实力雄厚的超硬材料学科群，建有“食
品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构建了
集储运、加工、装备、信息、管理等于一体的
完整学科体系，先后为国家输送了近20万
名合格毕业生，粮食行业半数以上的管理
精英和技术骨干均出自本校，被誉为粮食
行业的“黄埔军校”。

学校三个校区占地总面积 193.8万平
方米，建筑总面积 97万平方米，全部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5.2亿元。现有全日制
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 34000余人，专任
教师1600多人，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
者 1500 多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900多人，汇聚了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
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优秀
专家、河南省教学名师等省级及以上学术

带头人、河南省教育厅学带头人、河南省高
校青年骨干教师等厅级学术带头人和学术
骨共200余人。

学校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一直位居河南
省高校前列，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为全国就
业50强高校。

学校与 30多所境外知名大学签订了
友好合作协议并保持着紧密的教育、科研
合作关系。在校生可通过校际交流项目赴
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德国、波兰、韩
国等20多所境外高校学习、交流。学校是
招收来华留学中国政府奖学金资格院校，
现已培养来自美国、加拿大、埃及等 20多
个国家的600余名留学生。

2018年，我校除合作办学 6个本科专
业继续在本科二批录取外，其余普通本科
专业在河南省均按本科一批招生录取。

学校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莲花街 100号（莲花街校区）、郑州市嵩
山南路 140号（嵩山路校区）、郑州市中原
西路195号（中原路校区）

学校网址：www.haut.edu.cn
电子邮件：zb@haut.edu.cn
咨 询 电 话 ：0371-67756015/016/

017/018/020/025/
传真：0371—67756023

●河南工业大学是国家粮食局重点依托并与河南
省政府共同建设的省部共建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博士授予单位，授权点有机械工
程、土木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河南工业大学是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
养项目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优秀”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教育部“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工程”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建设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首批“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
划”（即“2011”计划）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全国硕士研究生推免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国家来华留学生自主招生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主持修订国际

和国家技术标准的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河南省第一所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的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大部分专业在河南及多个省市

按本科一批招生录取的高校

2018年河南工业大学在河南省招生录取批次及代码

2015、2016、2017年河南工业大学在河南省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官方微博掌上高考 官方微信

图书馆

小麦和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实验室

钟楼

注：2018年具体招生录取批次、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详见当年的河南招生考试之友或河南
工业大学招生网最新数据（网址：http://zs.haut.edu.cn）

招生

代码

6105

6105

6105

6105

6107

6107

6107

6105

6108

6108

6109

6106

批次

国家专项计
划本科批

本科一批

地方专项计
划本科批

艺术本科批

本科二批

艺术专科批

专科批

专科批

本科二批

艺术本科批

本科二批

专科批

层次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3年制
专科

3年制
专科

2年制
专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3年制
专科

备 注

定向招收国定 38个贫困县区考生，文科、理科共 49个本科一批专业。学费：理
科 3700元/年，文科 3400元/年。

文科、理科共 51个专业。学费：文科 3400元/年，理科 3700元/年。

录取文件规定资格的农村考生。文科、理科共 35个本科一批专业。学费：文科
3400元/年、理科 3700元/年。

5个艺术类本科专业，1个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费 5700元/年。

文科、理科共 6个本科专业，与英国威尔士大学、瑞丁大学、台湾中原大学合作
办学。学费：文、理：14000-15000元/年。

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合作办学，艺术设计、播音与主持 2个专业。学费：
文科、理科：12000元/年。

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合作办学，文科、理科共 4个专科专业，学费：文、
理：12000元/年。

文、理共 2个软件技术类专科专业，学费：文科、理科：10000元/年。

河南工业大学与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办学漯河工学院 4个本科专业，就读地
点：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漯河市大学路 123号。学费：文科 3400元/年、理科
3700元/年。

河南工业大学与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办学漯河工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就
读地点：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漯河市大学路 123号。学费：5700元/年。

河南工业大学与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合办 3个应用性本科专业。就读地点：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郑州市郑上路 548号，学费：3700元/年。

河南工业大学与河南辅读中等职业学校合办，3个文理兼收专科专业，就读地
点：河南辅读中等职业学校新校区，郑州市郑蔚路 56号。学费：3600元/年

2017年与河南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合办本科二批理科最低录取417分（分数线342）。与漯河市人民
政府联合办学漯河工学院本科二批录取最低分文科456分（分数线389），理科414分（分数线342）。

批次（代码）

河南本科一批（6105）

河南合作办学本科二批

（6107）

河南设计艺术类专业（6105）

（文化分*0.4+专业分*0.6）

河南播音与主持专业（6105）

（文化分*0.4+专业分*0.6）

河南合作办学专科批（6107）

河南专科批（软件技术类专业

6105）

科类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2015年

最高分

530

572

506

507

334

319.6

384.4

385.6

426

459

389

404

最低分

517

534

461

462

263

304.6

366.4

357.2

163

180

182

307

分数线

513

529

455

458

文化 306

专业 200

文化 340

专业 305

180

180

180

180

2016年

最高分

542

578

501

509

324.8

321.2

388.8

380.2

400

423

448

426

最低分

523

534

469

463

298.2

252.4

328.8

326.0

199

180

287

330

分数线

517

523

458

447

文化 308

专业 202

文化 340

专业 300

180

180

180

180

2017年

最高分

544

543

514

495

331.0

326.4

387.80

376.80

395

365

404

366

最低分

521

501

472

442

297.0

287.0

361.60

347.80

256

231

274

315

分数线

516

484

389

342

文化 306

专业 205

文化 335

专业 297

180

180

180

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