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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一、新高二暑期 26 天、新高三 21 天封闭（走读）集训班
国师高三全日制考前集训班（20 人/班）全封闭管理
文化路校区 0371- 66517985 京广路校区 0371-66817985
嵩山路校区 0371-66217985 永安街集训校区 0371-66517211

徐济超副省长：
替考者、作弊信号绝不能入场
□记者 张静
东方今报郑州讯 我省
史上“最严高考”进入“天”
数倒计时。6 月 4 日上午，
省招委主任、副省长徐济超
前往中牟考区，实地查看考
点，对考前各项准备工作进
行全面检查和指导。省政
府副秘书长黄布毅，省教育
厅厅长朱清孟，省招办主任
朱玉山等随同检查工作。

今年是
“作弊入刑”
后的
首次高考。省委、省政府严
密部署考前各项准备工作。
徐济超副省长一行先后来到
中牟一高考点和省招办国家
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对
每个环节的准备工作等都进
行了详细的检查和指导。
徐济超副省长对系统
运行情况表示满意。他强
调，确保高考安全一是要继

续做好舞弊、替考等有害信
息的深度监测和考前严防
严控，落实好“无声入场”，
替考者、作弊信号绝不能入
场；二是加强监考人员的岗
前培训，强化职业操守、法
纪意识和责任意识，履职尽
责；三是要以考生为核心做
好周到细致的服务；四是各
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各司
其职，
联防联控。

■实战演练

今日高考演练
654 个考点同步向考生开放
□东方今报记者 张静
明天，高考正式开考。
你对考点考场环境是否熟
悉？今年我省高考实行“无
声入场”，你的衣着是否达
标？6 月 6 日下午，
全省 654
个高考考点同步向考生开
放，考生可根据准考证上的
考点名称，提前到考点熟悉
赴考路线，并在考点现场参
加
“无声入场”
金属探测演练。
据介绍，考前踩点目的
是让考生提前熟悉赴考路
线，测算出赴考所需时间以

及最佳赴考路线和交通工
具，也了解考点环境和考场
位置。
同时，我省将于 6 月 6

日下午利用考生考前查看
考点、熟悉考场的机会，在
各 考 点 举 行 考 生“ 无 声 入
场”
金属探测演练。

省招办：考场备“高考服装”应对无声入场
如果高考当天真有考生
进场时出现衣物不合格状况
也不用慌张，
按照计划，
考试
当天，
各考点会在适宜位置
分设男女更衣间，
准备适量
符合标准的
“高考服装”
，
供
考生临时应急使用。其中，

省会郑州市每个考点都会准
备20套应急服装。
此 外 ，如 遇 复 杂 问 题
一时无法查清，考生可以
先进场考试，待考试结束
后，由考点公安人员进行
甄别，
直至查清。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今年计划招生 8930 人

河南财大
计划招生 8930 人
据介绍，2016 年，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普通本专科
计划招生 8930 人，其中本
科计划 7460 人，专科计划
1470 人；专升本计划招生
565 人，少数民族预科计划
拟定为 184 人。
普通本科计划面向全
国招生，专科计划面向部分
省招生，专升本计划面向河
南招生。

杨雷雷的准考证丢了？
别转了,假的！
这两天，微博微信疯传
“杨雷雷丢准考证”
一事。看
到有考生丢了准考证，好心
的网友们纷纷转发！
搜索
“杨雷雷、准考证”
，
在甘肃、陕西、江苏、重庆、河
南等多地出现这条信息。
皆显示：杨雷雷丢了准
考证，
考点都在五中，
其中一
条还显示，捡到这张准考证
的地点在陕西咸阳 59 路公
交车上！
难道在萧山五中考试的

国家专项计划
较去年增加 100 人
今年，该校继续面向河
南省考生实施农村贫困地
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国家
专项计划）、地方重点高校
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地
方专项计划），其中国家专
项 计 划 200 人 ，较 2015 年
增加 100 人；地方专项计划
97 人。

新增 1 个本科一批专业
增加 2 个普通本科专业
2016 年，该校共有 59
个普通本科专业招生，其中
新增加保险学、商务英语 2
个本科专业。保险学专业
并入金融学类、商务英语专
业并入外国语言文学类按
类招生。
据该校招生办主任罗

松远介绍，鉴于该校是以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干
学科，今年该校把法学专业
（含国别经贸法律方向）调
整到本科第一批次招生，
2016 年该校本科第一批次
招生专业达到 24 个。

继续实施
按专业类别招生
2016 年 ，河 南 财 经 政
法大学继续实施并扩大按
专业类招生，今年共有 16
个专业类别按类招生，其中
新增加数学类和外国语言
文学类。
据介绍，按类招生有利
于“厚基础、宽口径”人才的
培养，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发展
方向、促进自身个性发展，
有利于考生报考。

杨雷雷，准考证丢在了陕西
咸阳的 59 路公交车上？
全程约 1362 公里，杨雷
雷
“童鞋”
跑得够远啊！
这些信息中显示的联系
方式主要有两个，归属地分
别为陕西榆林和甘肃天水！
试图拨打，但这两个电
话都显示：
“您所拨打的号码
受限！”
警察辟谣：已经证实此
为假消息，大家不要再转发
啦！
据央视新闻

■助考实战

省招办“终极提醒”
高考答卷如何赢在细节
□东方今报记者 张静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高
中三年学习的最终检验，明
天，今年的高考学子就要进
入考场接受考验了。6 月 5
日，省招办给考生考场答题
做了
“终极提醒”
，考试时，
务
必要注意这些细节。

考生需自己粘贴答题卡
的条形码

■高校招生

□东方今报记者 张静
6 月 4 日，本报记者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悉，今
年该校普通本专科招生计
划 8930 人，新增保险学、商
务英语 2 个本科专业，国家
专项计划较去年增加 100
人。

■谣言粉碎机

考生须在监考老师的指
导下，自己动手粘贴本人的
试卷条形码。粘贴前，注意
核对一下条形码上的姓名、
考生号、考场号和座位号是
否有误。
如果有误，立即举手报
告；
如果无误，请将条形码粘
贴在答题卡上对应的位置。
万一粘贴不理想，也不
要重贴，只要条形码信息无
误，正确填写了本人的考生
号、考场号及座位号，
评卷登
分都不受影响。

拿到试卷先检查有无缺
张、漏印等情况
拿到试卷后，先检查一
下有无缺张、漏印、破损、污
迹或字迹不清等情况。
如果有，请及时举手报
告；
如无异常情况，
请用签字
笔在试题卷的相应栏目写上
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
号。写好后，
把笔放下，
开考
信号发出后，
再答题。
如提前抢答，将按违纪
处理。

注意保持答题卡的平整
填涂答题卡时，要注意

保持答题卡的平整，不要折
叠、弄脏或撕破，
以免影响机
器评阅和影响成绩。
若在考试时无意中污损
答题卡确需换卡的，及时报
告监考老师用备用卡解决，
但耽误时间由本人负责。
不管是哪种情况需启用
答题卡，新启用的都不再粘
贴条形码，但要在新发的答
题卡上填涂姓名、考生号、考
场号和座位号。

不能提前交卷离场
按照规定，在考试结束
前不允许考生交卷离场。如
考生确因患病等原因无法坚
持到考试结束的，由监考员
报告主考，由主考根据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不要把文具带出考场
考试结束，
停止答题，
把
试题卷整理好。然后将答题
卡放在最上面，接着是试题
卷、草稿纸。不得把答题卡、
试卷纸、草稿纸带出考场，
试
卷全部收齐才能出场。
请把文具整理好，放在
座次标签旁以便后面考试使
用，
不得把文具带走。

外语听力有试听环节
外 语 考 试 14:40 入 场
完 毕 ，听 力 采 用 CD 播 放 。
14:50 开始听力试听，试听
结束时，
将会有
“试音到此结
束”的提示。听力部分考试
结束时，
将会有
“听力部分到
此结束”的提示语播出。听
力部分结束后，考生可以开
始做其他部分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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