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高招本科一批录取7月15日启动。在这一批次招
生中，河南17所院校分别拿出优势专业、重点专业53513

个招生计划面向本土考生敞开大门，其中，文科计划
10011个，理科计划43502个。

今年省内院校一本招生计划大幅增加。
与去年相比，今年高招，省内院校一本计

划较去年的 40359 人增加
13154人。

郑州大学

作为我省的龙头高校，郑州大学今年全部
专业在一本招生，共计划招生 6044 人。文科
（含中外合作办学）共 1018人，理科（含中外合
作办学、护理学）共5026人。

今年高招，郑大优势专业均在一本批次安
排有众多招生计划：其中，临床医学、化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物理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水利水
电工程、土木工程、通信工程、建筑学、机械工
程、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预防医学、药学、
法学、新闻学、金融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
等，郑大这些优势专业不仅在全国高校中有竞
争力，而且每年都是高招时考生们竞争的焦点。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一本共计划招生5415人。文科（含
中外合作办学）共1485人，理科（含中外合作办学、
河大迈阿密学院、联合办学及软件类）共3930人。

作为百年名校，河大也拥有众多优势学科，
在现有的本科专业中，有国家级特色专业9个，
包括：汉语言文学、英语、经济学、教育学、地理科
学、生物科学、历史学、化学、体育教育等专业，拥
有国家级的教学团队、教学名师、精品课程、一级
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业排名在全
国高校中位居前列。另外，美术类、音乐类、体育
类、播音编导类等艺术、体育特长专业，都具有明
显的区域优势，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一本共计划招生5168人，文
科567人，理科4601人。

2018年，河南农大除提前批的体育、艺术
类专业和应用科技学院的专业外，在河南省招
生专业全部纳入本科一批次进行招生，本科一
批招生专业 69个。今年新设招生专业 6个：产
品设计、动物医学（绍骙实验班）、动物药学、土
地整治工程、环境生态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今年，农大2018年中外合作办学的4个本科
专业全部纳入河南省第一批次招生，计划600人。

河南中医药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本共计划招生3305人，
文科923人，理科2382人。

河南中医药大学设有基础医学院、药学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骨伤学院、
第三临床医学院、针灸推拿学院、护理学院、康
复医学院、管理学院、外语学院、信息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体育教研部等16个院（部）。现有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24个，河南省优势特
色学科1个，河南省重点学科一级学科9个。

新乡医学院

新乡医学院一本批次计划招生2133人，其
中，文科250，理科1883。

学校拥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生物
学、心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等7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52 个二级学科学位点和临床医
学、公共卫生、护理、公共管理等 4个专业硕士
学位授权点，25个本科专业；拥有临床医学、医
学检验技术、护理学和药学等 4个国家级特色
专业，10个省级特色专业。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今年首次一本批次招生，计划招生 224人，其
中，文科50，理科174。

学校设19个教学学院，65个本科专业，学科专业涵盖农学、工
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学、理学、经济学、法学、艺术学等9大学科门
类。学校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国家级职教
师资专业建设点专业和国家级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
专业15个，河南省特色专业、名牌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3个。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一本共计划招生 4979 人，文科 2089 人，理科
2890人。该校是一所涵盖理学、工学、农学、经济学、法学、教育
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0大学科门类的具有博士学
位授予权的综合性师范大学。

2018年，河师大普通类文理招生专业在省内全部进入本科一
批招生。今年学校本科招生专业共计 79个，新增“食品质量与安
全”“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本科招生专业。新增 1个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招生专业，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奥什科什分校合作本科教
育项目，合作招生专业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理工学院今年首次一本招生，共计划招生 112人，文科
48人，理科64人。

学院现有19个教学院部——机械与汽车工程、计算机与信息
工程、电子与电气工程、土木工程、建筑与城市规划、艺术设计、经
济管理、电子商务、外国语、数学与统计、音乐、文法、生物与化学
工程、张仲景国医国药、软件、师范以及继续教育等学院，体育教
学部、政治理论教学部，50个本科专业。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一本共计划招生 2223人，文科（含高收费
专业）891人，理科（含高收费专业）1332人。

河南财大拥有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包括：金融学、会计学、工商管
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工商管理2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有经济管理与现代服务业河南省特色学科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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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省级重点一级学科。今年，学校本科一批次招生专业为29个。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一本计划招生 5256人，文科 530人，理科 4726
人。今年，河科大在我省本科一批次招生专业增加至 85个，占招
生专业总数的91.40%。

河科大是一所工科优势突出、文理农医等特色明显的综合性
大学，今年高招实行按类招生。其“王牌”专业包括：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车辆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金属材料工程、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今年一本计划在我省招 1619人，其
中，文科210人，理科1409人。

学校会计学、工业工程、审计学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档案
学、工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学、统计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财务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9个专业被列为省级特色专业。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一本计划招生3424人，
文科477人，理科2947人。

华北水院是一所以水利电力为办学特色的本
科院校，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
往年不同，普通本科招生专业（联合办学除外）在
河南全部纳入本科一批招生，招生专业包括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造价、建筑学、会计学等。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一本计划招生 5922 人，其
中，文科460人，理科5462人。

学校优势专业包括：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采矿工
程、测绘工程、地质工程、矿物加工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此
外，入选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有：
安全工程、采矿工程、自动化、测绘工程、地质工
程、矿物加工工程。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一本计划招生3115人，文科
500人，理科2615人。

河工大是全国最具行业特色的四大地方强
校之一，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土木工程专业、电子商务专业、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粮食工程专业。省级名牌专业：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土木工程、电子商务等。

郑州轻工业学院

郑州轻工业学院一本计划招生2107人，其
中文科309人、理科1798人。

学校目前拥有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食品科
学与工程，省级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13个、省级
二级学科重点学科3个，食品科学与工程、化学
工程与技术、电气工程、机械工程等传统优势学
科实力雄厚。

中原工学院

中原工学院今年一本计划在河南招 2337
人，包括文科204人，理科2133人。

学校设有纺织学院、服装学院、能源与环境
学院、机电学院、电子信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等
20个教学部门，现有60个本科专业，9个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纺织学科在全国同类
学科中位居第七名，“纺织服装新材料及高端装
备”特色学科群获“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
一期建设学科”特色学科A类项目立项建设。拥
有河南省首批工业训练中心和大学科技园。

河南城建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今年首次一本招生，计划招
生130人，全部为理科。

学校工科优势突出，城建学科特色鲜明，开
办有56个本科专业，涵盖工、管、理、文、法、艺等
八大学科门类。设有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管理
学院、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能源与建筑环境工程学院、测绘与城市空间
信息学院、计算机与数据科学学院、电气与控制
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工学院、生命科学与工程学
院、数理学院等16个学院。 本报记者 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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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招士官生计划招收1410人

今年高招，在国家核定的 32所地方
高校 2018 年高职（专科）层次招生计划
内，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
部队、国防动员部、武警等32个招生单位
招收定向培养士官 1410 人，其中文科
381 人、理科 1029 人。河南省内两所院
校招生，共计划招收390人，其中，河南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文理科共计划招收 350
人，包括文科 105人，理科 245人；河南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共计划招生40人，文、理
科各计划招20人。

按照规定，定向培养士官学制 3年，
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前2.5学年的全部
课程由高校负责，招收部队根据需要对接
指导教学；后 0.5 学年为入伍实习期，由
招收部队负责，实习完成后由高校办理毕
业手续。

按照要求，7月 17日，志愿报考定向
培养士官的考生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
网查询参加体检面试的最低分数控制

线。直招士官体检、面试时间为 7月 19
日至22日。

航海类计划招生399人

据统计，今年，我省专科航海类11个
招生单位共计划招 399 人，其中，文科
145人，理科254人。

招生人数最多的是天津海运职业学
院，计划招 170人，包括理科 97人，文科
73 人。另外 10 个招生单位的招生计划
为：山东交通学院 18人，包括文科 6人，
理科 12 人；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22
人，包括文科 9人，理科 13人；武汉海事
职业学院 45人，包括文科 15人，理科 30
人；大连航院职业技术学院（民办）19人，
包括文科 8人，理科 11人；泉州海洋职业
学院（原泉州泰山航海职业学院）（民办）
14人，文理科各 7人；青岛远洋船员职业

学院 40人，文科 10人，理科 30人；武汉
船舶职业技术学院15人，全部为理科；武
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14人，全部为理科；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民办）9人，包括
文科 4人，理科 5人；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民办）33人，包括文科13人，理科20人。

航海类招生专业主要包括：航海技
术、轮机工程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游
艇设计与制造、船舶通信与导航、烹调工
艺与营养（邮轮烹饪）、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等，但各类专业对考生都有不同的要求。
考生须详细查询对照自身条件方可报考。

空中乘务类计划招生1202人

今年，专科空中乘务类 40个招生单
位计划在我省招生 1202 人，其中，文科
876人，理科326人。

省内院校共计划招574人，包括文科

440 人，理科 134 人。分别为：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文科 120 人，包括文科 90
人，理科 30 人；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20人，文理各 10人；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140人，包括文科 98人，理科 42人；郑州
职业技术学院 53人，其中文科 32人，理
科 21人；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80人，包括
文科 70人，理科 10人；开封文化艺术职
业学院 50人，包括文科 45人，理科 5人；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独立学院）80
人，包括文科 70人，理科 10人；郑州工商
学院（原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民
办）31人，包括文科25人，理科6人。

省外 33 个招生单位共计划招 628
人，包括文科436人，理科192人。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空乘类专业要求
考生需参加我省艺术类空乘专业省统考
合格，或者达到一定的专业分数线方能报
考。此外，此类招生专业中，不同院校还
对考生的外语能力、身高、视力有具体的
报考要求。

本报记者 王红

今年全省计划招募
15500名特岗教师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吸引更多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学校
任教，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省教育厅、财政厅、省编办 7月 11
日联合发出通知，我省将启动 2018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今年全省计划招募15500名“特岗教师”。

按照计划，2018年我省“特岗计划”实施范围保持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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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计划”
设岗县（市），必须是教师总体缺编、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县（市）。

今年全省计划招募 15500名“特岗教师”，其中，中央“特岗计
划”分配我省招聘名额 9500 名，我省地方“特岗计划”招聘名额
6000名。与往年不同，2018年特岗教师招聘条件将重点加强乡
村学校教师补充，优先满足村小、教学点的教师补充需求；此外我
省要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强体音美、外语、信息技术等紧
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特岗教师招聘向本地生源倾斜。

今年，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分别对中央、地方特岗教师继续给予
工资性补助。我省要求，申报特岗计划的设岗县（市），要认真调研
本地区中小学教师需求情况，客观、真实、准确地提出本县（市）岗位
需求计划。设岗县（市）人民政府需承诺按规定落实特岗教师待遇、
为服务期满特岗教师办理入编手续和落实工作岗位。

全省各级教育、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构编制部门要
联合推进，确保新录用特岗教师今年 9月初上岗任教。各地要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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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台风及持续暴雨影响
郑州东站多趟列车停运

乘客可于30日内办理退票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赵依婷 何彬）记者昨日从郑州
东站获悉，受东南沿海地区台风“玛莉亚”以及西南地区持续暴雨
水害影响，多趟途经郑州东站的列车停运，另有部分列车变更行
驶区间。

据介绍，7月 11日，共有途经郑州东站的18趟列车停运，这些
旅客列车主要开往福州、厦门、成都、重庆等方向。另有12趟开往
成都、重庆方向的列车，终到站改为西安、阿房宫、汉中、郑州东、
洛阳等站。

针对此次强台风、强降水天气对铁路旅客运输带来的影响，
郑州东站紧急采取应急措施，全力做好受影响列车的车票改签和
退票工作，努力将影响降至最低。

铁路部门提醒，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不要盲目急于前
往车站办理退票业务，所有停运列车车票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
日内（含当日）持车票到任意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在铁路
12306网站购票的旅客，如尚未换取纸质车票，可在铁路12306网
站直接办理退票，均不收取手续费。

河南17所高校省内
一本招收53513人
文科10011人 理科43502人 比去年增加13154人

全省高招专科提前批
三类特殊招生拟招3011人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我省明确危化品项目
安全审查及许可权限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刘百鹏）记者昨日从市安

监局获悉，省安监局日前下发通知，对我省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安全审查和行政许可实施权限做出了明确划分。

据悉，危险化学品项目因其安全生产风险因素较多，一
直备受人们关注。国家为此出台了《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省安监局这次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审查和行政许可实施权限做出明确划分，是为了推进全省
安全生产“放管服”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厘清各级安
监部门分级监管的权限，进一步强化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
监管工作。

危化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分工明确为：省安全监管局
负责实施4类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一是国务院投资主管部
门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二是跨省辖市、直管县（市）的
项目；三是生产剧毒化学品的项目；四是中央驻豫和省属企
业占 50%以上股权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建设项目。各省
辖市和省直管县（市）安监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除应急管理
部和省安监局审查之外的建设项目，其中省辖市安监局可
确定并公布市、县两级安监部门的分工负责范围。

危化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分工明确为：省安
监局负责受理和实施两类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
行政许可，一是中央驻豫和省属企业占 50%（含）以上股权
的企业；二是生产剧毒化学品的企业。除此之外的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行政许可，委托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安全监
管部门受理和实施。

7月11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今年高招，我省专科提前批次有直招
士官、航海类、空中乘务类等3类特殊招生计划，共计划招生3011人。

郑州 12309 检察
服务中心正式运行

提供“一站式”检察服务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周庆华）记者昨日获悉，整合了
检察机关所有服务群众功能的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12309检察服
务中心正式运行。

服务中心包括实体大厅和网络平台两部分。实体大厅集接
待受理、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主要功能是受理控
告、刑事申诉、民事行政申诉事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受理辩护与
代理预约、国家赔偿、司法救助等事项，收集、反馈群众意见建议
等。实体大厅设立了检察长接待室、律师接待室和心理疏导室等场
所，还设置了远程视频接访系统、电子互动触摸屏、检务公开手册取
阅栏，方便群众及时知悉相关权利义务，快速查询办理相关事项。
网络平台涵盖门户网站、检察服务热线、移动客户端（APP）和微信
公众号等多种形式，集中整合了检察机关所有服务群众的功能（包
括检察服务、案件信息公开、接受监督等3大模块功能），形成统一
对外的网上办事大厅，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检察服务。

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当事人可根据自身实际需
要，选择“网络”或者“面对面”等适合自己的方式，也可就同一事
项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方式，如到实体大厅控告申诉后，后续
可通过网络平台补充诉求、提交证据、了解进展、听取答复等。没
有时间走访和不会上网的特殊群众，可通过检察服务热线向检察
机关反映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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