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当前高校办

学形式多样化的情况，故意混淆普

通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成人高等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等的

区别，把考生介绍到院校普通高等

教育之外的其他办学形式学习，从

中敛财。

从以往的情况看，受骗的学生

大多是被送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

学班、成人高等教育辅导班等进行

学习，最后学生拿到的多数都是自

学考试毕业证书、成人高等教育或

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证书，而不是全

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省招生考试院提示： 普通高校

招生需要通过正规渠道报名考试、填

报志愿、投档录取。 考生的录取信息

可凭准考证号和密码登录“贵州省

2017 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系

统”（网址：http://gkzy.gzszk.com）

或登录所报考的高校网站查询。 对

未通过省招生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

的考生， 教育部将不予办理新生学

籍电子注册， 毕业时也不能获得国

家承认的普通高校毕业证书。 对有

关院校发放的录取通知书及入学

证书，要仔细鉴别、慎重选择，以免

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耽误考

生前程。

录取期间，一些骗子利用家长

或考生提供的身份证号、准考证号

等信息，冒充考生家长或亲戚，在招

生录取现场咨询点查询考生投档轨

迹，钻家长和考生对录取信息不了

解的空子，利用本属于正常投档和

录取的信息，向考生家长“报功” ，

声称是由于他找了朋友，花钱疏通

关系，考生才被投档或录取，借机向

家长收取钱财。

省招生考试院提示：高考录取

工作严格按照录取规则，依据考生

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符合录

取条件的考生，不打招呼、不找关

系、不递条子，也要按规定投档和录

取；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打招

呼、找关系、递条子也不能录取。 在

录取过程中，所有考生都可以到省

招生考试院查询自己的录取状态，

录取状态有 “自由可投” 、“已投

档” 、“院校在阅” 、“预录取” 、“录

取” 等状态。 考生不要轻易将自己

的身份证号、考生号、准考证号等信

息泄露给别人。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或家长

不了解国家特定计划招生政策的情

况，宣传“自主招生”“定向招生”有

政策空间，可以想办法、找关系，承诺

只要肯花钱就可以搞到“内部指标”

或找到关系，保证录取，欺骗考生和

家长，收取“活动” 、“打点”费用。

省招生考试院提示：经教育部

或省教育厅批准进行自主招生、定

向招生的高校的有关招生信息都会

向社会公布，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

既要通过高校自主招生测试，且达

到合格标准，还要参加高考，并达到

高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由

高校按招生章程公布的相关规则择

优录取。 所谓“内部指标” 都是骗

局，既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 ，

也没有人能突破政策规定“操作”

高校录取。

一些骗子自称有办法让不够一

本线的考生录取到一本院校，或不

到本科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本科院

校，骗取考生和家长的钱财。

省招生考试院提示：高考录取

严格按照划定的分数线分批次投

档， 只有考生的高考成绩达到相应

批次最低投档控制线，并填报相应

批次志愿才有可能获得投档录取机

会；降分补报志愿时，成绩也必须在

相应批次降分补报线上并参加补

报，才有可能获得投档录取机会。同

时，高考投档严格按照分数或位次

进行，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档案才

会投放相应院校，由院校按录取规

则决定是否录取。

一些不法分子冒充招生部门工

作人员，或者假冒军校领导、军队机

关干部，声称军校招生有“内部招

生指标” 、“计划外招生指标” ，可

以花钱托人找关系上军校，更有甚

者编造虚设招生机构、伪造各种公

文实施招生诈骗。

省招生考试院提示：军队院校

招生与其他地方高校招生一样，有

严格的程序和规定。 军校招生没有

计划外名额，军队和武警部队不允

许任何个人私自携带招生公文，招

生过程不存在向考生或家长展示公

文这一环节。 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

后，要在省招生考试院指定的查询

渠道进行查询验证，分辨真伪。

一些不法分子伪造虚假录取通

知书，诈骗考生钱财。

省招生考试院提示：录取通知

书由招生高校直接邮寄给已录取考

生，接收录取通知书时无须向任何

人或单位缴纳任何费用。 对莫名收

到的录取通知书，首先要通过省招

生考试院和高校指定的方式查询确

认录取结果，如网上一时查不到，应

到当地招生主管部门当面咨询，避

免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胡颖

“帮助录取” 类

二

“内部指标”类

三

“跳档录取”类

四

“交钱上军校” 类

五

“伪造录取通知书”类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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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2017 年贵阳市

中考招生现场咨询会在多彩贵州

城举行，贵阳市近百所高中学校和

中职院校集体亮相，吸引了近 3 万

考生和家长前往咨询录取招生录

取信息。

昨日的咨询会上，设置了普通

高中展区、中职院校展区及国际教

育展区。贵阳一中、实验三中、贵阳

六中等 70 余所我市一般高中学校

和优质民办高中学校到场，为市民

提供招生咨询服务。 同时，贵阳市

20 余所中职院校也在咨询会上亮

相，为有意向就读职业学校的考生

解答招生录取方面的问题。

此外，为让学生和家长全面了

解中考政策， 市招生考试管理中

心、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市电化教

育馆以及市教育局相关处室在咨

询会上设立中心服务区。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东方等

国际教育留学机构也开设展位，为

有留学意愿的学生及家长提供

“一站式”服务。

“来咨询会现场看看，多了解

一些学校，在报高中学校的时候会

更有底气点” 。 姚女士的女儿中考

分数近 600 分，在现场咨询了 5 所

学校后， 有意让女儿报考实验三

中。 她说，其实很多高中学校都只

是听说过，并没有深入了解，来到

现场和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了解，

对各个学校有了更多的认识，在选

择学校的时候，也会更有把握。

据了解，2017 年贵阳市中考

招生现场咨询会由贵阳市教育局

主办，是贵阳市唯一官方中考咨询

平台。咨询会旨在帮助学生和家长

更好地了解招生信息，科学填报中

考志愿，促进我市高中招生录取更

加公开、公平、公正。

（本报记者 谢孟航 陈玲）

本报讯 来自省民政厅的消息

称，从今年 8月 1日起，贵阳市每年

将斥资 5200 余万元，破解百姓“丧

葬难” 。

据贵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负

责人介绍，凡贵阳市户籍的城乡亡

故居民或经公安部门认定的无名遗

体，以及在贵阳市亡故且在本市范

围内殡仪馆进行火化，持有贵阳市

有效居住证的非本地户籍人员，均

可享受政府提供的惠民殡葬和生态

安葬补助。

符合条件的亡故人员（或逝者

家属）可享受以下四项补助：

一、可享受五项免费的基本殡

仪服务，即人工抬运 100 元 / 次、车

辆接运 430 元 / 具、单间停放 40 元

/ 次、 遗体火化 320 元 / 具或 680

元 /具、骨灰寄存 72元；

二、享受政府免费提供的可降

解骨灰盒集中节地生态安葬服务；

三、选择价格在 1.5 万元以内、

占地面积小于 0.6 平方米的生态型

墓位，选择骨灰花葬、树葬、草坪葬、

壁龛葬、塔葬等节地生态安葬且价

格在 1万元以内的逝者家属， 可享

受骨灰补助 2000元 /具；

四、选择骨灰集中抛撒、深埋、

海葬等不留坟头、不占土地生态安

葬方式的逝者家属可享受骨灰补助

4000元 /具。

据了解， 上述惠民生态殡葬

“新政” 的具体操作流程，贵阳市民

政局近期将对外发布。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昨日，贵阳市七色花社

工服务社工作人员及 5 名志愿者来

到花溪区燕楼社区，进行 2017 年中

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项目暨新旅程———精障患者优势复

元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宣传活

动。 该项目定点帮扶贵阳市贫困精

障患者，名额 170 位，享受免费住院

治疗。

记者了解到，“新旅程” 项目整

合贵阳市残联资源， 将帮助贵阳

170 名贫困精障患者减免 3 个月住

院期间的生活费， 医保或农合报销

以外的自费费用和住院费。同时，患

者住院期间， 社工还会为病人及其

家属提供免费个案工作、 家属监护

技能培训、社区回访等专业服务，使

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和发展社

会功能。

有关负责人介绍， 凡符合条件

者均可进行申报。 条件为贵阳市户

籍，且有医保卡或农合本， 并须出

具残疾证、低保证或低收入证明。

（本报记者 王芳）

六类招生骗局 需要防范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按照我省 2017 年高考录

取日程安排，7 月 9 日我省开

始体育、 艺术类本科院校和

文史、 理工类提前批本科录

取，今年高考录取正式开始。

昨日， 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了

一些常见的招生诈骗类型，

请广大考生注意防范。 特别

提示广大考生： 录取期间一

定要提高警惕， 通过正确的

方式、 正规渠道获取招生信

息，谨防招生诈骗。

“混淆学历”类

一

百所学校为考生答疑解惑

2017年贵阳市中考招生现场咨询会———

本报讯 昨日（7 月 8 日），“周

末大舞台、 市民展风采”———2017

筑城广场市民才艺大赛之声乐比赛

在筑城广场拉开帷幕，33名（组）选

手同台竞技。

本届声乐比赛特邀省音乐文学

学会会长丁时光、 贵阳市群众艺术

馆副馆长徐立旄、 省音乐家协会会

员舒琼、 贵阳演艺集团副总经理田

应斌、 省音乐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刘

念，五位专家担任评委，采用百分制

现场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

个最低分， 三位评委的平均分为参

赛节目的最后得分。

据了解， 当月共有百余人报名

参赛， 选手涵盖了老中青少四个年

龄层次， 从 6 岁的学龄儿童到年逾

古稀的高龄长辈，通过三场海选，产

生若干名优秀选手参加决赛。 决赛

将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

秀奖若干名，其中，获前六名的选手

将参加年终的展演和颁奖晚会。

首场比赛， 选手们相继登台演

唱了《贵州茶香》、《龙船调》、《峡

江情歌》、《美丽贵阳我的家》等不

同风格的歌曲，精彩的表演，博得了

现场观众热情的掌声。

据悉，7 月 15 日将进行声乐比

赛第二场海选。

（本报记者 孙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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