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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高招网上志愿填报模拟
演练范围包括所有参加 2019年普
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含对
口生、专升本考生），已被高职院校
等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
本次模拟演练。6月 13日～15日，
考生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
生服务平台（https://pzwb.heao.gov.
cn)进行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
演练需按照省招办提供的模拟演
练专业目录进行填报。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所有考生
应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演练，逾期视

为自动放弃。考生要妥善保管个
人相关信息及密码。如丢失密码，
可通过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
服务平台的“忘记密码”功能进行
登录密码重置，或由考生本人持身
份证原件到所在市、县（区）招办办
理密码重置手续。填报志愿结束
后，应使用“退出系统”功能退出网
上填报志愿系统。本次模拟演练
所使用的有关高校招生计划、合格
成绩信息等数据均为模拟数据，仅
用于本次演练。本次演练没有安
排志愿表打印和签字程序。

河南70余所高校招生章程公布

《招生章程》意味着高校对社会
和考生的承诺，是考生了解高校招
生政策的主要途径，也是填报志愿
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教育部阳光
高考平台显示，目前，河南已有 70
余所高校的 2019年招生章程经上
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登录各高校
官方网站（或者其招生管理部门网
页）都可以查阅到。

看懂吃透招生章程
报志愿更明确

“填报高考志愿、了解高校招生
情况时，一定不要忽略各高校发布的
招生章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招生
办副主任郭书山表示，全国高校近
3000所，包括多种办学类型，单纯从

学校名称很难了解和区分明白。考
生可以通过各校公布的《招生章程》
了解。不少高校有多个校区，有的甚
至在不同城市，不同校区的专业录取
分数可能相距甚远。另外，为提高国
际化办学水平，拓展学生的国际视
野，如今很多高校都与国外知名高校
共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双方院校的基本情况、培养模式、学历
证书发放情况等，考生也要心中有数。

河南师范大学招生办副主任
瞿洪明提醒考生，除了关注学校的
招生计划，更要看懂吃透招生章
程。譬如，是否认可政策加分、进
档考生专业分配原则、对单科成绩
或身体条件要求等，不同高校的具
体规定可能不一样。考生可以根
据自身分数情况，选择对自己最有
利的学校和专业组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
红）高考落幕，为给省会考生和各高
等院校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帮助考
生高考志愿填报更具有针对性，河
南省实验中学计划于6月27日举行
著名高校招生咨询活动。

全省高招一本批次网上志愿填

报将于6月30日启动，因此，此次著
名高校招生校园咨询活动计划 6月
27日 8:30～12:00在河南省实验中
学举行。本次咨询活动将邀请在豫
本科一批招生录取的院校。现场咨
询活动为服务性和公益性，不向高
校、考生、家长收取费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王红）记者昨日从管城区
教体局获悉，管城区计划公
开招聘 200名中小学及幼儿
园教师，此次招聘主要为管
城回族区区属学校（不含以
下4所学校：外国语小学、创
新街小学、东关小学和实验
小学）招聘教师。

招聘岗位：初中教师 10
名（语文 2名、数学 2名、物
理 1 名、历史 2 名、地理 2
名、体育 1名）。小学教师
161名（语文 43名、数学 60

名、英语 15名、体育 8名、美
术 5名、音乐 10名、信息技
术 10名、科学 10名）。幼儿
园教师29名。

报考者年龄不超过 30
周岁；教师资格证科目和报
考岗位一致，具有普通高等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
及以上学位，其中幼儿园岗
位要求为普通高等院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2018年、2019
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
2019年毕业生必须于 2019
年 7月 31日前取得毕业证、

学位证、报到证、教师资格证
等相关资格证书。

报名时间：6 月 19 日
9:00～21日 18:00。报名网
址 ：http://www.zhixin- exam.
com/gc/。报考人员只能选
择一个岗位。

6 月 19 日 9:00～22 日
18:00，招聘单位根据招聘
条件对报考人员填报的
信息进行资格初审，考生
可在填报信息 1日内登录
原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
过资格审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张竞昳）记者昨日从“出
彩河南人”之 2019最美教
师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获
悉，2019最美教师 20名候
选人已经正式产生。即日
起，公众可通过网络、微信
等途径进行投票。

“出 彩 河 南 人 ”之
2019 最美教师宣传推介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
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
播电视台主办，旨在挖掘
宣传一批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的优秀教师典型，展
现新时期河南教师美丽
阳光、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新形象。

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以
来，截至 5月 17日，组委会
办公室共收到各地、各校上
报事迹材料 163件，经过初
评，最终确定了 20名候选

人，并将候选人名单及其事
迹向社会公布，请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踊跃投票，选出
您心中的“出彩河南人”之
2019最美教师。

投票平台：“河南省教
育厅”官方网站、“河南省教
育厅”微信公众号、“河南卫
视”微信公众号、“教育时
报”微信公众号。

投票时间：6月12日8时
～19日8时。

河南今年拟招15800名特岗教师
招聘向本地生源倾斜 每人每年补助3.52万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河南省2019年“特岗计
划”实施方案公布，今年，中央及河南拟在我省招募15800名特
岗教师赴农村任教，今秋学期到岗，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将分别对
中央、地方特岗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按照政策，3年服务期满、
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入编入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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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特岗计划”实
施范围：中央“特岗计划”实
施范围为我省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和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除上述实施范
围外，申报实施“特岗计划”
的县（市）纳入我省地方“特
岗计划”。

2019 年中央“特岗计
划”分配我省招聘名额 9800
个，我省地方“特岗计划”招
聘名额6000名。

2019年河南省特岗教师

招聘将向本地生源倾斜，重点
加强乡村学校教师补充。

省教育厅要求，8月底
完成招聘工作，确保新录用
特岗教师秋季开学时按时
到岗。

各地要落实好特岗教师
的工资与补贴发放、周转宿
舍安排等工作，切实解决其
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确
保特岗教师在工资待遇、职
称评聘、评优评先、年度考核
等方面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
同等对待。从 2018年 7月 1

日起，特岗教师
工资性补助标准
提高至每人每年
3.52万元。

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
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
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各
地须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
系等接转工作，以及特岗教
师服务证书发放和管理工
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
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在报考
党政机关公务员、硕士研究
生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河南2019最美教师候选人出炉

哪位是你心中最美的？
为他们投票加油吧

●开封高级中学 白冰
●清丰县高堡乡英满城小学 王艳着
●淅川县大石桥乡孙台希望小学 方兴华、方书典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刘先生
●浚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许永恒
●汝州市大峪镇第二初级中学 许运锋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张桂枝
●卢氏县朱阳关镇莫家营小学 李杰
●周口经济开发区许寨学校 李雅
●罗山县彭新镇公山小学 李化勇

●济源市坡头镇苇园教学点 杜战领
●郑州大学 单崇新
●洛阳市第三中学 周位群
●新乡医学院 周福军
●郑州外国语学校 郑美玲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洪晶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 柴子清
●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 郭文艳
●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 黄沂娅
●河南大学 傅声雷

20名最美教师候选人

管城区招聘200名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

高考网上志愿填报模拟演练
6月13日～15日进行
被高职院校等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

填报志愿的重要参考
河南70余所高校招生章程公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高考落幕，“后高考”时
代怎么度过？记者昨日连线省内高校多位资深招生老师，他们
建议考生在放松之余，不妨结合自己的预估分数，仔细研读各
大高校的《招生章程》，初步圈定“目标院校”，为两周后“知分知
线知位”填报志愿做好准备。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记者昨日从市
高招办获悉，河南省2019年普通高招网上志愿填报
模拟演练6月13日～15日进行，届时考生可登录河
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进行。

让考生和著名高校面对面交流

河南省实验中学6月27日
举行著名高校招生现场咨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