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大学 2020 年普通本科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为全面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普通高校招生政策，确保我校招生

工作顺利进行，切实维护学校和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国

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

35 号）、《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教学〔2019〕4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河南大学各类普通本科招生工作。招

生类型涵盖：普通类专业招生、艺术类专业招生、体育类专业

招生、各类专项（定向）招生、港澳台地区招生。

第二条 河南大学招生工作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第三条 河南大学招生工作接受上级招生主管部门监督，同

时接受考生、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四条 学校名称为河南大学（国标代码 10475），实行多

校区办学，目前有明伦校区（开封市）、金明校区（开封市）、

龙子湖校区（郑州市、在建）三个校区。

第五条 河南大学为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国家首

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河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

第六条 河南大学以培养普通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

主。普通本科生毕业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为河南大学，证

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第七条 河南大学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优良的办学传统和

鲜明的办学特色，是一所以文理工医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综合性大学，学科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医学、农学和艺术学等 12 个

学科门类。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八条 河南大学设有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计划、招

生政策，讨论决定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宜。招生委员会下设招

生工作领导组，在招生委员会闭会期间，代行招生委员会职能，

督促、落实招生委员会的各项决议，指导完成日常招生工作。



第九条 河南大学招生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

机构，具体负责河南大学普通本科招生的日常工作。

第四章 招生计划及政策要求

第十条 2020 年河南大学面向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港澳台地区招生。招生计划分配原则按照上级教育行政

管理部门有关通知精神，综合考虑学校在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录取批次、生源数量、往年录取情况等因素研究确定。

招生计划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管理部门或联合招

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联招办）按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同时通过我校招生章程、学校招生信息网、招生宣传材料等形

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按照教育部规定，高校预留计划的使用经我校招

生领导组集体研究决定，统一通过“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来源计

划网上管理系统”调整使用，主要用于生源较好的省份按照平

行志愿投档时进档考生超过执行计划时的录取。

第十二条 经教育部批准，河南大学与美国迈阿密大学合作设

立河南大学迈阿密学院（非独立法人、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放在本科一批招生，

由河南大学负责招生录取和学籍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属河南大学二级学院，由河

南大学负责招生录取和学籍管理工作，学生录取后在濮阳学习

生活，完成学业后由河南大学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第十四条 报考河南大学的考生，除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外，其

他各专业考生入校后的公共外语教学语种为英语。

第十五条 专业录取的体检要求，按照教育部、卫生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和有关补充规定执行。相关专业（艺术类、体育类）

身高要求详见各专业录取原则。

第五章 录取原则

第十六条 我校录取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

或联招办统一组织下进行，按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

则实施录取工作。

第十七条 普通类专业录取原则

1.以高考成绩为依据，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

质评价情况为重要参考，实行“分数优先”的原则，即在填报

我校志愿并投档到我校的考生中，优先满足高分考生的专业志

愿，投档成绩相同时，按照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依次排



序综合考虑安排专业。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后，未完成的计划，

按照教育部和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重新征集志愿。

2.内蒙古自治区考生在招生计划1:1范围内按专业志愿排队录

取。

3.江苏省考生选测科目要求参见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我

校招生计划，普通类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等级要求：选测科目

为 BB 及以上，必测科目均为合格，按先分数后等级的原则录

取。

4.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山东省、海南省考生按

照当地公布的招生工作政策和投档录取模式执行。

第十八条 艺术类专业录取原则

考生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均应达到各省相应批次的最低

录取控制分数线，在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投档到我校的考生

中，依据“志愿优先”的原则：

1．美术类专业：专业成绩采用考生所在省份美术类或相

关专业统一考试成绩。

（1）书法学（使用省书法统一考试成绩）、美术学、摄

影、设计学类、动画专业，按照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各占 50%

的百分制权重计算考生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专业成绩÷



专业满分×100×50%＋文化成绩÷文化满分×100×50%），从高分到低分

择优录取。其中河南省考生报考美术学、摄影、设计学类和动

画专业的，按照同一专业组投档。

（2）绘画专业按照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

专业成绩并列，再按照文化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2．音乐类专业：专业成绩采用考生所在省份音乐类或相

关专业统一考试成绩。

（1）综合类：音乐学专业，按专业成绩占 60%、文化成

绩占 40%的百分制权重计算考生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

专业成绩÷专业满分×100×60%＋文化成绩÷文化满分×100×40%），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2）声乐类：音乐表演（声乐方向）、表演（民族歌剧

方向）专业，在视唱及格的基础上，按照专业主科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如专业主科成绩并列，再按照专业总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不按专业主科成绩投档的省份（专业总

成绩须达到专业满分的 60%），按照专业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择优录取。其中河南省内考生报考以上专业的，按照同一专业

组投档，要求专业主科成绩不低于 100 分（满分 120 分）。

（3）器乐类：音乐表演（器乐方向）专业，在视唱及格

的基础上，按照专业主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专业



主科成绩并列，再按照专业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不

按专业主科成绩投档的省份（专业总成绩须达到专业满分的

60%），按照专业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其中河南省

内考生要求专业主科成绩不低于 95 分（满分 120 分）。

3．舞蹈类专业：专业成绩采用考生所在省份舞蹈类或相

关专业统一考试成绩。

（1）舞蹈编导专业，在单项及格的基础上，按照专业总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专业总成绩并列，再按照基本

功测试分数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该专业要求男生身高不低

于 172 厘米，女生身高不低于 162 厘米。其中河南省内考生要

求专业总成绩不低于 160 分，河南省外考生要求专业总成绩达

到专业满分的 60%。

（2）舞蹈编导（体育舞蹈方向）专业：按照专业总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专业总成绩并列，再按照文化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该专业要求男生身高不低于172厘米，

女生身高不低于 162 厘米，专业总成绩不低于 145 分。

4.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专业成绩采用考生所在省份播

音与主持艺术类或相关专业统一考试成绩，按照专业成绩占

60%、文化成绩占 40%的百分制权重计算考生综合成绩（计算公

式为：综合成绩=专业成绩÷专业满分×100×60%＋文化成绩÷文化满分×100



×40% ），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该专业要求男生身高不低

于 170 厘米、女生身高不低于 160 厘米。

5．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专业成绩采用考生

所在省份编导制作类或相关专业统一考试成绩，按照专业成绩

和文化成绩各占 50%的百分制权重计算考生综合成绩（计算公式

为：综合成绩=专业成绩÷专业满分×100×50%＋文化成绩÷文化满分×100×

50% ），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其中河南省考生报考以上专

业的，按照同一专业组投档。

6．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专业：

（1）环境设计（与俄罗斯南联邦大学合作办学）、视觉传

达设计（与俄罗斯南联邦大学合作办学）专业采用考生所在省

份美术类或相关专业统一考试成绩，按照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

各占 50%的百分制权重计算考生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

专业成绩÷专业满分×100×50%＋文化成绩÷文化满分×100×50%），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其中河南省考生报考以上专业的，按照同

一专业组投档。

（2）播音与主持艺术（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合作办学）

专业成绩采用考生所在省份播音与主持艺术类或相关专业统

一考试成绩按照专业成绩占 60%、文化成绩占 40%的百分制权



重计算考生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专业成绩÷专业满分×100

×60%＋文化成绩÷文化满分×100×40% ），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十九条 体育类专业录取原则

1．体育教育专业：考生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均应达到各

省相应批次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在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投

档到我校的考生中，按照体育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其中专业成绩要求达到专业满分的 80%以上（含 80%）。

该专业要求男生身高不低于 172 厘米，女生身高不低于 162 厘

米。

2．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执行国家体育总局

文件规定，在文化成绩和体育专项成绩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录

取控制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填报的志愿梯次顺序，按照综

合成绩分项目、分性别由高到低择优录取。其中综合成绩=（文

化考试成绩/6）×30%+体育专项成绩×70%。

第二十条 专项（定向）、港澳台学生招生录取原则

1．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省属重点高校招收农村

学生专项计划、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内地新疆班招生、内

地高校支援新疆预科招生等严格执行国家教育部和河南省教

育厅的政策规定。



2．定向哈密地区扶贫计划招生执行国家教育部规定，录取考

生必须与培养单位签订定向培养协议。

3．港澳台学生按照联招办及学校相关招生简章的规定录取。

第二十一条我校在提档时原则上认可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给予考生的政策性加

分。

第二十二条考生在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过程中有不诚

信行为或高考电子档案中有不诚信记录的，学校原则上不予录

取。

第二十三条新生入校后，学校将组织进行入学资格复查，

对不符合录取条件或有徇私舞弊行为者，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

籍，并报上级招生主管部门。

第六章 其 他

第二十四条经省收费主管部门批准，学校 2020 年本科各

专业学费及住宿费按照以下收费标准执行。

1．国家一流学科建设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及

其所在招生类内专业：文史类 5060 元/生·年，理工类 5750

元/生·年，医学类 6320 元/生·年。



2．其他专业：文史类 4400 元/生·年，理工类 5000 元/

生·年，医学类 5500 元/生·年，艺术类 8000 元/生·年，运

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8000 元/生·年，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学费 15000-18000 元/生·年,软件学院本科专业学费

15000 元/生·年,河南大学迈阿密学院 18000 元/生·年,我校

与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大学、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本科课程合

作项目收费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3．住宿费根据宿舍情况 700-1100 元/生·年。

第二十五条 河南大学重视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和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资助。学校建立精准资助工作机制，创新资助育人途

径方式，提升各项资助服务质量，逐步完善以国家助学贷款为

主体，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绿色通道”、困难

补助和社会捐助等多层次、立体化学生资助工作体系，实现应

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河南大学没有委托任何社会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

录取工作，对以我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

我校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七条 学校以往有关招生工作的要求、规定如与本章程相

冲突，以本章程为准，本章程若有与国家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

以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为河南大学普通本科招生的纲领性文件，内

容未尽事项详见各类具体招生简章。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由河南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咨询热线： 0371—22196686

招生办电话：0371—22868221（兼传真）

招生办网址：http://zs.henu.edu.cn

电子信箱：hedazhaoban@126.com

招生办官方微信：zsbhenu

招生办官方微博：http://weibo.com/hndxzsb

地 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 编：475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