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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分数咋填志愿
明天
“逛”高招咨询会与高校面对面
现场、网络咨询同时启幕 咨询会上问什么，
功课提前要做足
网上面对面
志愿怎么填，

今年我省高招第一次集中网上
填报志愿时间为 6 月 25 日~28 日。
考生可以填报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
批，以及体育类、艺术类、专升本、对
口招生志愿。省招生办提醒，这几个
招生批次在录取时的投档模式不太一
样，
志愿设置情况也不尽相同，
考生在
填报志愿时，一定要注意其志愿设置
及投档规则的特点和区别。为了帮助
考生和家长更加科学、合理地填报志
愿，顺利被目标院校录取，我省现场、
网络咨询会 25 日同时启幕。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现场咨询会明日启幕
今年河南有俩会场
6 月 25 日至 26 日，由河南省招生办公
室主办的河南省 2017 年普通高招咨询会将
在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和黄河科技学院
举行。现场咨询服务为期两天，咨询时间为
上午 8 时至 18 时，考生及家长需凭考生本人
2017 年高考准考证入场。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介绍，咨询会期
间，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 250 余所省外知
名高校和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等 40 余所省内本科高校，将齐聚该校，为广
大考生及家长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在此参会
的高校为《招生专业目录》院校代号
“6130”
之
前的本科一批及本科二批高校。学校地址为
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开大道 50 号（郑开大道与
京港澳高速交会处东 1000 米路北）。
在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参加咨询的高
校为在我省本科二批《招生专业目录》院校代
号大于等于
“6130”
的，
以及提前批专科、
高职
高专批录取的院校，地址为郑州市紫荆山南
路 666 号（南三环与紫荆山南路交叉口南
1000 米）。

网络咨询同步进行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办网上
咨询周活动。我省今年网上咨询活动定在
6 月 25 日至 29 日，省招生办和在豫招生高
校均参加。每天咨询时间为 9:00 至 12:00，
15:00 至 18:00。为提高咨询效率，提醒考生
先浏览网上咨询须知和各有关咨询单位公
告区及精华区发布的重要信息。

“赶大集”之前，功课要做足
对考生来说，在志愿填报前全方位
了解目标高校很关键。考生和家长在
现场与老师“一对一”咨询时，如何获得
有效信息？
建议考生和家长在参会之前一定
要先做好规划，明确自己的定位和目
标。譬如通过网络前往目标院校官方
网站搜集资料，了解该学校概况、历史
沿革、师资状况和学术水平、院系设置
情况、专业课程及本科生培养方案、毕
业生去向等基础性资料。
各高校官方招生网上一般都有近

几年的分省分专业录取信息，据此可以
知道该校往年在所处的省份投放了哪
些专业计划、录取分数线分别是多少，
及早地做到心中有数。
今年高招，河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
号为考生提供近 3 年在豫录取院校的文
理科分数线。省招办官方网站也可查
询近几年的考生“一分一段表”以及各
年度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建议考生和
家长到现场之前，先根据自己的实际分
数、分数全省排位情况和目标院校的历
年录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面对面咨询，关注目标院校的“录取规则”
现场咨询时，一般高校咨询人员会
根据其以往的录取情况，结合河南今年
的分数线高低做一个初步的评估。针
对录取希望较大的考生，许多高校会让
学生登记自己的高考成绩、
学科特长、
联
系方式、
报考意向等信息，
这些内容考生
在填写时一定要认真、
准确。同时，
最好
留一个咨询老师的电话，随着咨询考生
人数的增加，高校尤其是“985”、
“211”等
名校，往往能给考生提供越来越精准的
报考建议。因此，
整个志愿填报期间，
考
生一定要与重点目标高校的招生老师随
时保持联系，及时了解、交换、更新第一
手信息，做到知己知彼。

建议考生多问问，相关专业对单科
成绩有没有特殊要求？学校录取是否认
可加分？专业录取啥规则？入学后，
是否
能转专业，
比例是多少，
条件是什么等？
另外，要重点关注目标院校的
“录取
规则”
部分，
这是考生填报志愿时的重要
依据。许多高校所开设的专业名称虽然
相同，但专业培养方向却有较大的不
同。建议咨询时详细向院校了解目标专
业的内涵，
知道这个专业是研究什么的，
学些什么课程，
将来在哪些领域就业，
就
业率如何，
未来的社会需求怎么样，
以及
这个专业的历史沿革、
学科水平，
是否具
有硕士点和博士点，
有哪些名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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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计划在豫招140人
较去年增加 5 人
本报讯 郑报融媒记者日前从
北京大学河南招生组获悉，今年该
校计划在河南招 140 人，较去年增
加 5 人。其中，校本部共 89 人，医
学部单独招生 51 人。
今年北大校本部投放至我省
89 个招生计划，招生规模与去年一
致。其中，理科 43 人，包含本科一
批 27 人，提前批小语种 5 人，提前
批定向（邓稼先实验班）3 人，专项
计划 8 人；文科 46 人，包含本科一
批 31 人，提前批小语种 5 人，专项
计划 10 人。医学部单独招生投放
至我省 51 个招生计划，较去年多了
5 个名额，具体包括：本科一批 38
个，
专项计划 13 个。
2016 年，北大在河南本科一批
录取分数线为：理科 684 分、文科
629 分、医学部 674 分、医学部（护
理）662 分。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清华在豫计划招100人
河南已成清华在京外的
第一生源大省
本报讯 郑报融媒记者日前从
清华大学河南招生组获悉，今年该
校在河南投放 100 个招生计划，与
2016 年持平。为了帮助更多寒门
学子圆梦清华，今年，清华在河南
投放了 32 个国家贫困专项计划。
据介绍，100 个招生计划中，理
工类有 96 人，
其中，
统招批次达到了
59 人，较 2016 年增加 9 人，定向生 8
人，国家专项 29 人；文史类 4 人，包
括统招批次 2 人及国家专项 2 人。
河南已成为清华在京外的第
一生源大省，每年实际录取人数稳
定在 200 人以上，2016 年，通过积极
扩招，
最终录取 213 人。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