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 年招生录取工作报告 

 

我校 2017 年普通本专科招生录取工作在校招生委员会和招生录

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按照制度规范化、信息公开化、工作流程化

的要求，遵循招生考试工作“ 六不准”、“十严禁”、“十公开”、

“三十个不得”等规则，从 1 月份开始至 8 月 22 日结束，已圆满完

成招生录取工作。现从招生专业申报、招生计划编制、招生宣传、招

生录取、通知书发放、新生报到等方面总结报告如下： 

一、招生专业申报 

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今年招生专业有适当变化：一是

增加能源经济、社会学、俄语、音乐学等 4个普通本科招生专业，能

源经济专业安排在本科一批招生，2017 年我校普通本科招生专业共

有 63个，本科一批在豫招生专业达到 25个。二是增加经济学和经济

统计学 2个中外合作办学本科课程项目，今年中外合作办学本科专业

达到 15个。三是在总结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2017年继续实施按

专业类别招生，今年共有 16个专业类别按类招生。2017年本专科招

生专业明细见附表一。 

二、招生计划编制 

我校 2017年招生计划包括普通本科、专科、少数民族本科预科、

专升本、协作计划本科预科：省教育厅下达我校普通本科计划 7500

人，专科招生计划 1470 人，少数民族本科预科计划 120 人，专升本

计划 550 人，教育部新疆第七次协作计划预科 14 人。普通本科计划

中含国家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200人、地方农村专项计划 110人、我校

和省检察院联合办学的法学本科计划 400人，教育部新疆内地班本科

计划 17人。普通本科计划面向除西藏外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

生，专科计划面向部分省招生，艺术类本科计划面向河南省、江苏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山西省招生，专升本计划面向河南省招生。 

三、招生咨询宣传 



 

 
 

在招生工作中，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一切为考生着想，

一切为考生服务，全力服务考生。 

一是印制并发放省外艺术类招生简章、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及

普通本专科招生简章，编印招生宣传资料，帮助考生及家长了解我校

院系专业的设置和特色； 

二是组织开展了校园开放日及 2017 年招生咨询活动，参加了河

南省招生办公室主办的普通高招现场咨询会、新乡高招现场咨询会和

许昌高招现场咨询会等。向考生介绍学校办学情况、办学特色和专业

情况，让考生及家长切身感受学校办学特色，解答招生计划、专业设

置情况、志愿如何填报以及专业预估录取分数线等热点问题； 

三是不定期更新招生办的官网、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的招生信

息，回答在线咨询，答疑解惑； 

四是录制招办主任高考光明大直播走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点击

率超过 60万； 

五是做客大象网、映象网、河南广播电台，传递学校招生信息； 

六是通过河南日报、东方今报、光明日报、招生考试之友、河南

阳光高考、中国教育在线、中原考试网、学校招生信息网、LED等传

统媒体和网络平台宣传学校、发布招生政策等信息； 

七是设立招生咨询室，接受考生及家长来校的日常现场咨询； 

八是通过招生群号博洽通达（343150338），快速处理考生及家

长提出的问题，成为继招生信息网在线咨询、微信公众号咨询、新浪

微博咨询之后最受考生及家长欢迎的咨询渠道之一； 

九是发布全校各院系及相关部门咨询电话，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更

便捷的服务。 

四、招生录取结果 

（一）录取人数 

截至 8月 22日，我校按照招生计划已正式录取 9655名新生，其

中普通本科录取 7500 人（含国家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200 人、地方农

村专项计划 110 人、与省检察院联合办学 398 人，高水平运动队 11



 

 
 

人，教育部新疆内地班 17 人），少数民族预科班录取 134 人（含教

育部新疆第七次协作计划预科 14 人），专升本录取 551 人，高职高

专批录取 1470人。全校各批次分专业录取人数明细见附表一。 

（二）生源情况 

1.河南省生源质量整体较往年有所提高，预科总体生源情况较往

年有所下降。 

（1）普通本科 

我校本科各批次生源充足，充分证明我校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得

到了社会和广大考生的认可。2017 年我校在河南省招生各批次录取

分数线见附表二。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录取情况：文科录取最低分

530 分，比省控线高 14 分；理科录取最低分 516 分，比省控线高 32

分。具体录取情况见附表四。 

本科一批录取情况：文科录取最低分 539分，比省控线高 23分；

理科录取最低分 521，比省控线高 37 分。在全省高校投档线排名，

文科理科均位居省内第三。具体录取情况见附表五。 

本科一批（较高收费专业）（会计学 ACCA 方向、CPA-Canada 方

向和金融学 CFA方向）录取情况：文科录取最低分 523分，比省控线

高 7 分；理科录取最低分 508 分，比省控线高 24 分。具体录取情况

见附表五。 

地方农村专项计划录取情况（地方专项计划）录取情况：文科录

取最低分 525分，比省控线高 9分；理科录取最低分 497分，比省控

线高 13分。具体录取情况见附表六。 

本科二批（普通，招生代码：6080）录取情况：文科录取最低分

513 分，比一本线低 3 分，比省控线高 124 分；理科录取最低分 481

分，比一本线低 3分，比省控线高 139分。在全省高校投档线排名中

文科理科均位居第一。具体录取情况见附表七。 

本科二批（引进英语国家课程，招生代码：6222）录取情况：文

科录取最低分 487分，比一本线低 29分，比省控线高 98分，在全省



 

 
 

中外合作办学排名中位居第二；理科录取最低分 450分，比一本线低

34 分，比省控线高 108 分，在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排名中位居第三。

具体录取情况见附表八。 

本科二批（中俄合作办学，招生代码：6082）录取情况：文科录

取最低分 480分，比一本线低 36分，比省控线高 91分，在全省中外

合作办学投档线排名中位居第三；理科录取最低分 446分，比一本线

低 38分，比省控线高 104分，在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排名中位居第四。

具体录取情况见附表九。 

本科二批（引进俄罗斯课程，招生代码：6219）录取情况：文科

录取最低分 478分，比一本线低 38分，比省控线高 89分，在全省中

外合作办学排名中位居第四；理科录取最低分 444 分，比一本线低

40 分，比省控线高 102 分，在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排名中位居第六。

具体录取情况见附表十。 

本科二批（与省检察院联合办学，招生代码：6083）录取情况：

文科录取最低分 472分，比一本线低 44分，比省控线高 83分；理科

录取最低分 433分，比一本线低 51分，比省控线高 91分。具体录取

情况见附表十一。 

（2）艺术本科 

河南省内艺术本科将绘画和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

计专业）列为一个专业组，不分专业划线，两个专业使用相同的投档

线，计划招生 90 人。今年根据艺术系人才培养需求，录取规则调整

为文化课 40%加上专业课 60%之和作为总成绩，折合后，其中文史类

最高分 320.8分、最低 296.2分，理工类最高 315.6分、最低 290.6

分。 

音乐学（主科声乐）在豫计划招收 35人，实际录取 35人，其中，

文史类最高 262分、最低 222.8分，理工类最高 253.6分、最低 221.6

分；音乐学（主科器乐钢琴）在豫计划招收 25 人，实际录取 25 人，

其中，理工类最高 245分、最低 203.2分，文史类第一志愿生源不足，

经第二志愿投档和征集志愿 2人后完成招生计划，文史类最高 278.8



 

 
 

分、最低 201.6分。 

（3）少数民族预科班 

依据政策，今年预科最低备档线为本科二批省控线（文科 389分，

理科 342分）。经过第一次投档和征集志愿，文科录取最低分 419分，

比本科二批省控线高 30 分；理科录取最低分 357 分，比本科二批省

控线高 15分。预科总体生源质量较往年有所下降。 

（4）专升本 

专升本生源足，质量高。今年我校专升本招生专业数为 11 个，

大部分专业录取了全省考分排名居前的全部学生。具体情况见附表二。 

(5) 普通专科 

对外合作办学专科（与爱尔兰合作办学，招生代码：6221）录取

情况：文科录取最低分 323分，比省控线高 143分；理科录取最低分

313分，比省控线高 133分。具体录取情况见附表十二。 

软件学院专科（招生代码：6220）录取情况：文科录取最低分

299分，比省控线高 119分；理科录取最低分 310分，比省控线高 130

分。具体录取情况见附表十三。 

从录取数据看，除预科生源有所下降外，我校本科及专科的生源

十分充足，呈现出良性循环态势。 

2.省外生源状况各异 

（1）本科一批在江西省招生情况 

从报考情况看，生源情况优于往年。江西省文科比省控线高 20

分，理科比省控线高 26分。 

（2）本科二批各省（市、自治区）生源充足 

经过多年培育，我校在省外的本科二批招生计划生源充足，形势

越来越好。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市文理科录取最低

分均高出所在省市二本分数线 40分以上，其中天津、河北、内蒙古、

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东、广西、重庆、



 

 
 

贵州、新疆等十五个省份文理同时高出 70 分以上。具体录取情况见

附表三。 

（3）省外艺术本科生源情况 

今年省外艺术类招生省份有江苏（计划 30 人）、广西（计划 25

人）和山西（计划 30人），江苏生源及质量稳定，山西经过征集志愿

后完成计划；广西的生源不足，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缺 7人，计划调

整到普通本科完成。 

（4）省外普通专科生源整体与去年保持一致 

由于我校在省外投放的专科计划均为较高收费专业，加上各省专

科生源数量都普遍出现了下降，以致学生报考积极性不高，部分省份

仍要经过第二志愿投档完成招生计划。具体情况见附表十四。 

（三）在豫招生专业报考情况 

1.本科专业报考情况 

我校本科专业整体报考情况好于往年，但仍出现专业报考冷热不

均，生源差异十分明显。 

（1）省内本科一批专业报考录取情况（招生代码：6080，见附

表五）。从表中可以看出，文科第一志愿录取满额的有会计学（注册

会计师方向）、会计学、经济学、审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学类和会

计学（ACCA方向），理科第一志愿录取满额的有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方向）、会计学、经济学、审计学、金融学类、法学、财务管理和会

计学（ACCA方向）；文科进行专业调剂的专业有能源经济、物流管理、

外国语言文学类、人力资源管理、法学、法学（国别经贸法律方向）

和会计学（CPA-Canada方向），理科进行专业调剂的专业有能源经济、

经济学（经济计量方向）、管理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物流管理

和会计学（CPA-Canada 方向），通过调剂录取的考生人数为文科 57

人，理科 236人，占到录取人数的 12.2%，总体来看专业调剂录取人

数低于往年，质量整体提升。 

（2）省内本科二批专业报考录取情况（招生代码：6080，见附

表七）。从表中可以看出，文科录取第一专业志愿报考率超过 100%的



 

 
 

专业有国际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知识产权、新闻传播学类、

经济统计学、信用管理和俄语等七个专业；理科录取第一专业志愿报

考率超过 100%的有经济统计学、国际商务、金融数学、计算机类和

新闻传播学类等五个专业。生源相对不足的专业中，文科有社会工作、

社会学、农业经济管理类和体育经济与管理等四个专业；理科有物业

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管理类、旅游管理类、地理科学类、

农业经济管理类、体育经济与管理等七个专业。进行专业调剂录取的

考生文科人数为 103人，理科人数 132人，共占到录取人数的 14.7%，

专业调剂录取人数低于往年。 

（3）在省内招生的合作办学本科二批（招生代码：6082，录取

情况见附表九）共有两个专业，其中金融学专业生源充足，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划专业生源不足。 

（4）在省内招生的合作办学本科二批（招生代码：6219，录取

情况见附表十）共有两个专业，其中国际经济与贸易生源充足，市场

营销生源不足。 

（5）在省内招生的合作办学本科二批（招生代码：6222，录取

情况见附表八）共有 11 个专业，文理科录取金融学、会计学和法学

等三个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率都超过了 100%，经过专业调剂录取的文

科 23 人、理科 37 人，占录取人数的 6.0%，总体来看专业调剂录取

人数低于往年。生源相对不足的是文科为广播电视学，理科有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 

2.专科专业报考情况 

今年我校在豫专科招生整体生源充足。为了提高学生报到率，省

招办允许学校按考生第一专业志愿进行专业录取。根据教学开班要求，

结合专业报考情况对考生进行了专业分配。因此各专业实际录取人数

和第一专业志愿报考人数大致相同，同招生计划并不相符。 

对外合作办学专科（招生代码：6221，与爱尔兰合作项目）。文

理科考生专业报考主要集中在会计、国际金融专业，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率较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生源



 

 
 

情况相差不明显。具体情况见附表十二。 

软件学院专科（招生代码：6220）四个专业中软件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专业考生报考积极性较高，计算机信息管理、数字媒体应用

技术专业考生报考积极性相对差一些。软件学院专科各专业报考录取

情况见附表十三。 

五、录取通知发放 

录取通知书是新生的入学凭证，通知书顺利、准确、及时地发放

尤为重要。今年我校通知书发放工作在财务处、中国农业银行东风路

支行、郑州市金水邮政速递局的大力配合下发放顺利。 

通知书发放过程中严密程序，确保万无一失。每一名新生通知书

的分装发放都由招生办工作人员在邮局现场监督完成，保证分装的准

确性。每一批的录取通知书寄出之后，招生办会及时把每个考生邮寄

通知书的对应邮单号导入通知书查询系统，考生可以跟踪查询通知书

的邮寄进程，同时给考生发送通知短信，提示考生及时查收。 

六、新生报到状况 

（一）专升本新生报到情况 

2017级专升本新生于 9月 9～ 10日报到，11日随各专业开始上

课。今年 11 个专业共录取新生 551 名，实际报到 549 人，2 人未报

到。 

（二）普通本专科新生报到情况 

1.报到情况 

普通本专科新生于 9月 17日报到。截止 9月 30日，在录取普通

本专科的 8380名新生中（包含普通本科生 6910人和专科生 1470人，

不含本科二批与省检察院合作办学 398 人、少数民族预科生 134 人、

2016 级预科升段 192 人和专升本 551 人），本科新生实际报到 6781

人，未报到 129 人；专科实际报到 1304 人，未报到 166 人。普通本

专科未报到新生共计 295人（不含专升本未报到 2人、少数民族预科

生未报到 1人和本科二批与省检察院合作办学未报到 30人），总体未

报到率为 3.52%。 



 

 
 

在未报到的 129名普通本科生中，河南生源共 100人，占 77.5%，

省外生源 29 人，占 22.5%；在未报到的 166 名专科生中，河南生源

共 106人，占 63.9%，省外生源 60人，占 36.1%；在未报到的 100名

河南省生源本科生中，理工类 484 分以上的有 30 人，文史类 516 分

以上的有 17人，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及较高收费本科共有 38人

未报到，占 38%。具体情况见附表十五。 

2.未报到原因分析 

通过调研分析，学生未报到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一是没

有达到预期录取理想的学校，选择复读；二是选择出国留学；三是中

外合作办学高收费专业学生或因就学地点在老校区，就学环境影响；

或因报考时没有考虑经济条件因素，家庭经济负担过重；四是个别学

生录取专业不理想；五是个别学生由于生病等其他原因。 

七、录取工作建议 

1.优化生源结构与质量，加大省外的招生宣传工作，在生源质量

优质的省份适当增加招生计划。 

2.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在编制招生计划时，建议结合专业第一志

愿报考率以及专业就业率、师生比等数据，发挥招生计划在专业动态

调整中杠杆作用。 

3.继续加强专业建设，优化专业结构，以应对国家招生政策和招

生考试方式的改革专业+学校的志愿变化。 

4.鉴于部分省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各专

业院系提前做好本专业对考生选考科目的论证。 

5.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在现有成熟做法基础上，积极开拓学校与

省内优质生源中学沟通渠道，进一步提高学校影响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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