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校全称 在豫招生代码 准备参加的咨询批次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9715 专科批

安徽财经大学 238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安徽大学 1885 本科批

安徽师范大学 4100 本科批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866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安顺学院 5545 本科批

安阳工学院 613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安阳师范学院 605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安阳师范学院 6053 本科批,专科批

安阳师范学院 6052 本科批,专科批

安阳师范学院 6054 提前录取批

安阳学院 6507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安阳学院 6517 提前录取批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233 专科批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6292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澳门城市大学 本科批

澳门科技大学 本科批

白城师范学院 3670 本科批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337 专科批

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 6813 本科批

宝鸡文理学院 5340 本科批

北京城市学院 7605 本科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6597 本科批

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 6594 本科批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973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北京工商大学 1550 本科批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693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6610 本科批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01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48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北京化工大学 1225 本科批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9417 专科批

北京建筑大学 2280 本科批

北京交通大学 10004 本科批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6596 本科批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8316 专科批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8048 专科批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6976 本科批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8016 专科批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8097 专科批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8017 专科批



北京理工大学 1490 本科批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6931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北京联合大学 2550 本科批

北京林业大学 138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北京农学院 3180 本科批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9824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3140 专科批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4890 本科批

北京体育大学 1 提前录取批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8012 专科批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9419 专科批

北京印刷学院 317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滨州职业学院 8765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2148 专科批

昌吉学院 5515 本科批

常熟理工学院 395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517 专科批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518 专科批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7459 专科批

成都东软学院 9700

成都文理学院 6896 本科批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9140 本科批,专科批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6943 本科批

大连工业大学 3530 本科批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6656 本科批

大连海事大学 128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大连科技学院 6939 本科批,专科批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6602 本科批

东北财经大学 1725 本科批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6769 本科批

东北石油大学 2375 本科批

东华大学 1260

东华理工大学 4275 本科批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6607 本科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45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鄂州职业大学 8855 专科批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8831 专科批

防灾科技学院 5490 本科批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9523 专科批

福建江夏学院 7461 本科批

福建警察学院 7156 本科批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6689 本科批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410 专科批

福建师范大学 4205 本科批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6682 本科批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521 专科批

福建医科大学 4200 本科批

福州工商学院 6683 本科批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8211 专科批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9728 本科批

复旦大学 113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甘肃农业大学 5405 本科批

赣南师范大学 4305 本科批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352 专科批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8632 专科批

广东培正学院 7620 本科批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8976 专科批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4800 本科批

广西科技大学 492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8678 专科批

广西师范大学 491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9047 专科批

广州工商学院 9853 本科批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8471 专科批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076 专科批

贵阳学院 5215 本科批

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6899 本科批

贵州师范学院 517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6887 本科批

桂林理工大学 4930 本科批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688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国防科技大学 30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国际关系学院 150 提前录取批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9616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8132 专科批

哈尔滨工程大学 1500 本科批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497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1496 本科批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本部） 149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哈尔滨学院 3736 本科批

海军潜艇学院 850 提前录取批

海口经济学院 7636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9618 专科批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908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海南师范大学 50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9671 专科批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8745 专科批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8581 专科批

合肥学院 4105 本科批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140 专科批

河北工业大学 1630 本科批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7704 专科批

河北美术学院 8154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河北农业大学 3270 本科批

河北中医学院 3265 本科批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608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6221 专科批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6215 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6320 专科批

河南城建学院 6120 本科批

河南城建学院 6121 提前录取批

河南城建学院 6122 本科批

河南城建学院 6123 提前录取批

河南大学 1047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大学 600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大学 6006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大学 600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大学 6009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大学 601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6501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6540 专科批

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 6354 专科批

河南工程学院 615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工程学院 6156 本科批

河南工程学院 6157 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工程学院 6158 专科批

河南工学院 621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工学院 6550 本科批

河南工业大学 610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工业大学 6106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工业大学 6107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工业大学 6109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工业大学漯河工学院 610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619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6289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262 专科批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6383 专科批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6382 专科批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6267 专科批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6269 专科批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283 专科批

河南警察学院 614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科技大学 608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科技大学 6086 提前录取批

河南科技大学 6396 本科批

河南科技大学 5828 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科技大学（与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 6089 本科批

河南科技大学应用工程学院 6088 本科批

河南科技学院 602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6503 本科批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6513 本科批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630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6188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6045 本科批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6047 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6048 专科批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6044 本科批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6046 本科批

河南农业大学 60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农业大学 6012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农业大学 6013 本科批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6282 专科批

河南女子职业学院 6353 专科批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 6184 专科批

河南师范大学 603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师范大学 6401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师范大学 6031 本科批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6502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6192 专科批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6263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638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河南物流职业学院 6539 专科批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6186 专科批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317 专科批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6290 专科批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6266 专科批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6261 专科批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6268 专科批



河南中医药大学 601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河南中医药大学 6017 本科批

河南中医药大学 6018 提前录取批

河西学院 5435 本科批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6392 专科批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6387 专科批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6273 专科批

黑龙江工业学院 8386 本科批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8377 专科批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9748 专科批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6808 本科批

衡水学院 3250 本科批

红河学院 5585 本科批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9786 专科批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8844 专科批

湖北大学 22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湖北工程学院 4610 本科批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6859 本科批,专科批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684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9663 专科批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847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湖北经济学院 4615 本科批

湖北民族大学科技学院 6847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455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684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湖北青年职业学院 8497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784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6849 本科批,专科批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8833 专科批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6858 本科批,专科批

湖北医药学院 4590 本科批

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 6860 本科批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8841 专科批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7205 本科批

湖南工商大学 4775 本科批

湖南工业大学 4735 本科批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914 专科批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9075 专科批

湖南文理学院 4750 本科批

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4040 本科批

华北电力大学 1220 本科批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1200 本科批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6633 本科批

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 6763 本科批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6095 本科批

华东师范大学 14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华东政法大学 1810 本科批

华南理工大学 128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6971 本科批

华中科技大学 114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华中农业大学 1360 本科批

华中师范大学 141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怀化学院 476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淮南联合大学 8662 专科批

黄冈师范学院 4600 本科批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8834 专科批

黄河交通学院 6226 本科批,专科批

黄河科技学院 613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6258 专科批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6259 专科批

黄淮学院 615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9849 专科批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9876

吉林财经大学 3690 本科批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6932 本科批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8303 专科批

吉林动画学院 6801 本科批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8306 专科批

吉林建筑大学 3660 本科批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6797 本科批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6800 本科批,专科批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8307 专科批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8340 专科批

吉林外国语大学 7603 本科批

吉林医药学院 5850 本科批,专科批

集美大学 2395 本科批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6280 专科批

江汉大学 4525 本科批

江南大学 1150 本科批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9723 专科批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7713 专科批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7123 专科批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7711 专科批

江苏大学 1840 本科批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8513 专科批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8576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7712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8546 专科批

江苏理工学院 3925 本科批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8526 专科批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8524 专科批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7709 专科批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6626 本科批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8521 专科批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8824 专科批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8522 专科批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8310 专科批

江西服装学院 954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9774 专科批

江西科技学院 7613 本科批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6695 本科批

江西师范大学 4260 本科批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833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8718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江西中医药大学 4300 本科批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7342 专科批

焦作大学 6256 专科批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299 专科批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235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荆门职业学院 8867 专科批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9542 专科批

九江学院 4265 本科批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8703 专科批

开封大学 6252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开封大学 6253 专科批

开封大学 6255 专科批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6316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9343 专科批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6889 本科批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7281 专科批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9229 专科批

兰考三农职业学院 6357 专科批

兰州大学 115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黎明职业大学 9375 专科批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125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8507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辽宁财贸学院 6614 本科批

辽宁传媒学院 8043 本科批,专科批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7606 本科批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695 本科批

辽宁何氏医学院 6789 本科批,专科批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8240 本科批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8241 专科批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8832 专科批

辽宁师范大学 352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6670 本科批

辽宁中医药大学杏林学院 6784 本科批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9469 专科批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8301 专科批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8766 专科批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9441 专科批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9127 专科批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639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洛阳理工学院 616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洛阳理工学院 6162 本科批,专科批

洛阳理工学院 6164 专科批

洛阳理工学院 6169 本科批

洛阳理工学院 6161 本科批

洛阳师范学院 603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洛阳师范学院 6036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洛阳师范学院 6037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洛阳师范学院 603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洛阳师范学院 6039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洛阳师范学院 603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洛阳师范学院 6402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6384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6296 专科批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237 专科批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6277 专科批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9449 专科批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9619 专科批

绵阳师范学院 5120 本科批

闽南理工学院 763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南昌大学 19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南昌工程学院 4345 本科批,专科批

南昌航空大学 2430 本科批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6697 本科批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6628 本科批

南京传媒学院 6950 本科批

南京大学 116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南京工程学院 3880 本科批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8510 专科批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7705 专科批

南京农业大学 1365 本科批

南京审计大学 2240 本科批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6952 本科批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6617 本科批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8199 专科批

南京晓庄学院 3920 本科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6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6620 本科批

南京邮电大学 2315 本科批

南开大学 116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6667 本科批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8578 专科批

南通理工学院 8542 本科批

南通职业大学 8532 专科批

南阳科技职业学院 6356 专科批

南阳理工学院 607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南阳理工学院（软件类） 6077 本科批

南阳理工学院（中外合作办学） 6078 本科批,专科批

南阳理工学院（专升本） 6076 提前录取批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6380 专科批

南阳师范学院 607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239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南阳职业学院 6389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内江师范学院 5130 本科批

内蒙古民族大学 3455 本科批

内蒙古农业大学 3445 本科批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9492 专科批

宁波工程学院 3965 本科批

宁波诺丁汉大学 2345 本科批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8583 专科批

宁夏大学 275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6721 本科批

宁夏理工学院 762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宁夏医科大学 5485 本科批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9332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27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平顶山学院 612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平顶山学院 6126 本科批

平顶山学院 6127 本科批

平顶山学院 6128 本科批

平顶山学院 6555 本科批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6313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6355 专科批

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243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6272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齐鲁工业大学 4420 本科批

齐鲁理工学院 664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齐鲁医药学院 7629 本科批,专科批

齐齐哈尔大学 37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青岛滨海学院 7615 本科批,专科批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7462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青岛黄海学院 955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8764 专科批

青岛理工大学 2410 本科批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6647 专科批

青海民族大学 5475 本科批

琼台师范学院 734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衢州学院 4035 本科批

曲阜师范大学 440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泉州师范学院 4230 本科批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9727 本科批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9381 本科批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6358 专科批

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6393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6275 专科批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 6335 专科批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软件类） 6349 专科批

三明学院 5575 本科批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9088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9603 专科批

沙洲职业工学院 8534 专科批

厦门大学 1190 本科批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6606 本科批

厦门工学院 6825 本科批

厦门华厦学院 9378 本科批

厦门理工学院 5570 本科批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8494 专科批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6666 本科批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8690 专科批

山东大学（威海） 117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山东华宇工学院 9845 本科批,专科批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9545 专科批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 6832 本科批,专科批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8769 专科批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8417 专科批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8416 专科批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8774 专科批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8786 专科批

山东师范大学 4395 本科批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8767 专科批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8218 本科批,专科批

山东协和学院 9844 本科批,专科批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8772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8787 专科批

山东中医药大学 4390 本科批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5856 本科批

山西工商学院 9828 本科批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8177 本科批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9245 专科批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7628 本科批,专科批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9706 专科批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265 专科批

陕西科技大学 209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陕西理工大学 5354 本科批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8254 专科批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8884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9822 专科批

商丘工学院 620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商丘师范学院 605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商丘师范学院 6057 本科批,专科批

商丘师范学院 6059 本科批

商丘学院 620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商丘学院应用科技学院 6202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238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6278 专科批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8455 专科批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8448 专科批

上海大学 1790 本科批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7501 本科批,专科批

上海电机学院 5595 本科批



上海电力大学 3040 本科批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8457 专科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78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8453 专科批

上海海事大学 286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8442 专科批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8459 专科批

上海建桥学院 7609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上海交通大学 129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26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上海科技大学 180 提前录取批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8445 专科批

上海立达学院 9835 本科批,专科批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8450 专科批

上海商学院 5605 本科批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6615 本科批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9836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上海体育学院 15 本科批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6946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9832 专科批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8454 专科批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935 专科批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6964 本科批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1491 提前录取批

深圳大学 1965 本科批

深圳技术大学 1966 本科批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7452 专科批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6671 本科批,专科批

沈阳城市学院 6652 本科批

沈阳工学院 6786 本科批,专科批

沈阳化工大学 3555 本科批

沈阳科技学院 6787

沈阳医学院 3580 本科批,专科批

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635 专科批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7402 专科批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693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四川大学 117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913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454 专科批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8232 专科批

四川旅游学院 7254 本科批

四川农业大学 235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9814 专科批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6711 本科批

四川文理学院 554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6310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8150 专科批

苏州大学 183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6621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6622 本科批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8533 专科批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8506 专科批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9753 专科批

苏州科技大学 389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8525 专科批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719 专科批

苏州职业大学 8530 专科批

太原理工大学 2365 本科批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6642 本科批

泰州学院 7126 本科批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8501 专科批

天津财经大学 2230 本科批

天津城建大学 3210 本科批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8009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天津大学 130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9879 专科批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8064 专科批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8013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8060 专科批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8063 专科批

天津商业大学 3240 本科批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 6752 本科批

天津天狮学院 7635 本科批,专科批

天津职业大学 8067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3225 本科批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9470 专科批

通化师范学院 3685 本科批

同济大学 13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145 专科批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9118 专科批

外交学院 103 提前录取批

皖南医学院 4140 本科批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7715 专科批

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9662 专科批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8740 专科批

文华学院 6609 本科批,专科批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9751 专科批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8538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无锡太湖学院 6811 本科批

武昌工学院 6852 本科批,专科批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8849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武汉大学 1180 本科批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8843 专科批

武汉东湖学院 6836 本科批,专科批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6855 本科批,专科批

武汉工程大学 2895 本科批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6861 本科批,专科批

武汉工商学院 686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885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6856 本科批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9564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武汉理工大学 131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武汉轻工大学 4565 本科批

武汉晴川学院 6672 本科批,专科批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8866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667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7616 本科批,专科批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7722 专科批

武汉学院 6862 本科批,专科批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8838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6991 本科批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7291 专科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320 本科批

西安翻译学院 7621 本科批,专科批

西安工商学院（原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6993 本科批

西安航空学院 7292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6990 本科批

西安交通大学 118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698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97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6665 本科批,专科批

西安培华学院 7602 本科批,专科批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9866 本科批,专科批

西安石油大学 291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西安思源学院 7627 本科批,专科批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269 专科批



西安外国语大学 21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903 专科批

西安医学院 5620 本科批

西安邮电大学 210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7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西北师范大学 54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8826 专科批

西交利物浦大学 1189 本科批

西京学院 762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西南政法大学 203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9565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香港中文大学 2980 提前录取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2990 提前录取批

湘潭大学 1930 本科批

新疆财经大学 5525 本科批

新疆警察学院 7335 提前录取批

新疆科信职业技术学院 9045 专科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 8001 专科批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8007 专科批

新乡学院 6167 本科批

新乡学院 616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新乡医学院 6020 本科批

新乡医学院 6021 提前录取批

新乡医学院 6029 提前录取批

新乡医学院 6022 本科批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6505 本科批,专科批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6291 专科批

新余学院 7164 本科批

信阳航空职业学院 6541 专科批

信阳农林学院 614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信阳农林学院 6146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信阳农林学院 656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信阳师范学院 606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信阳师范学院 6068 本科批

信阳师范学院 6069 本科批

信阳师范学院 6403 本科批

信阳学院 650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信阳学院 6518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6288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邢台学院 329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745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宿迁学院 8730 本科批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8645 专科批

徐州工程学院 5640 本科批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825 专科批

徐州医科大学 3900 本科批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6385 专科批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630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许昌学院 604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6276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7726 专科批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699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燕京理工学院 6977 本科批,专科批

燕山大学 1635 本科批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6766 本科批

扬州大学广大陵学院 662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9756 专科批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9875 专科批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9242 专科批

伊春职业学院 8371 专科批

伊犁师范大学 552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353 专科批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8582 专科批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8235 专科批

永城职业学院 6287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9863 专科批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6906 本科批

云南警官学院 5550 本科批

云南农业大学 523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6909 本科批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8438 本科批,专科批

张家口学院 3260 本科批,专科批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8676 专科批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9371 专科批

长安大学 124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长春财经学院 6795 本科批

长春大学 3625 本科批

长春光华学院 6791 本科批

长春建筑学院 6798 本科批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7096 专科批

长春科技学院 6799 本科批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7091 专科批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404 专科批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094 专科批



长江大学 2440 本科批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6841 本科批,专科批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6842 本科批,专科批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868 专科批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7721 专科批

长江职业学院 8859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8003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6300 专科批

肇庆学院 4875 本科批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6603 本科批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8564 专科批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6970 本科批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8595 专科批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8597 专科批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592 专科批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8318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8591 提前录取批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8593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2036 提前录取批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8602 专科批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6957 本科批

浙江农林大学 4025 本科批

浙江师范大学 2575 本科批

浙江树人学院 7611 本科批,专科批

浙江同济职业技术学院 8558 提前录取批

浙江外国语学院 5858 本科批

浙江万里学院 7600 本科批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8561 专科批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9839 提前录取批

浙江中医药大学 4030 本科批

郑州财经学院 618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6379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6295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郑州大学 600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大学 599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600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6213 专科批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303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郑州电子商务职业学院 6360 专科批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309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6250 本科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软件类） 6249 专科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 6251 专科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专升本） 6248 本科批

郑州工商学院 6506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 6286 专科批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617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6361 专科批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609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6091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6092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609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612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 6390 专科批

郑州科技学院 618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 6297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6284 专科批

郑州轻工业大学 61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轻工业大学 6113 本科批

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6112 本科批

郑州轻工业大学（与济源职业技术学院联办） 6114 本科批

郑州商学院 651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郑州商学院 6520 本科批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619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郑州师范学院 6171 本科批

郑州师范学院 6170 专科批

郑州师范学院 6172 本科批,专科批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305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郑州体育职业学院 6362 专科批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6265 专科批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6538 专科批

郑州西亚斯学院 6003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郑州西亚斯学院 599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6298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6270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郑州亚欧交通职业学院 5999 专科批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231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6285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中北大学 2530 本科批

中国传媒大学 10033 本科批,专科批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34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52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中国科学院大学 17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中国矿业大学 1350 本科批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6812 本科批

中国农业大学 1375 本科批

中国人民大学 19002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中国人民大学 10002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 485 提前录取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91 本科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295 本科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1296 本科批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6608 本科批

中国药科大学 1395 本科批

中国医科大学 2605 本科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20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80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中山大学 1215 本科批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6675 本科批

中原工学院 6115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中原工学院 6117 本科批

中原工学院 6118 本科批

中原工学院 6119 本科批

中原工学院  6116 本科批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6504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8545 专科批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8326 专科批

重庆工程学院 9679 本科批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094 专科批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8228 专科批

重庆理工大学 5035 本科批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9100 专科批

周口师范学院 606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专科批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6279 提前录取批,专科批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232 专科批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6293 专科批

遵义医科大学 5190 提前录取批,本科批

遵义医科大学医学与科技学院 5860 本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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