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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州省 2019 年高考志

愿填报即将截止， 省招生考试院昨

日特别提醒广大考生， 贵州省 2019

年高考志愿填报将于今日下午 18：

00结束， 届时志愿填报系统将自动

关闭，关闭后将不能再填报志愿。

省招生考试院特别提醒广大考

生注意五点。

第一， 注意把握志愿填报时间。

贵州省 2019年高考志愿填报从 6月

28日开始，将于 7月 1日下午 18：00

结束， 届时志愿填报系统将自动关

闭，关闭后将不能再填报志愿。 今年

高考各类别、各批次所有志愿均在本

次统一填报，考生一定要合理安排填

报志愿时间，确保在志愿填报系统关

闭前通过网上填报志愿系统（http:

//gkzy.eaagz.org.cn）， 完成相应类别

和批次志愿的填报。

第二、要确保志愿提交成功。 考

生应登录网上填报志愿系统认真细

致地完成志愿填报， 并核对准确后

提交志愿。 考生提交高考志愿后要

确认是否提交成功， 确认志愿提交

成功后要退出高考志愿填报系统。

第三、系统关闭前可修改两次。考

生提交志愿后， 在志愿填报系统关闭

前，若发现志愿填报有误，可以进行修

改，但修改提交不能超过 2次，系统以

考生最后一次提交的志愿为准。

第四、妥善保管准考证密码。考

生要注意妥善保管准考证和密码，

确保密码安全， 防止泄漏密码造成

志愿信息被他人填报或修改。 考生

丢失准考证或需重置准考证密码，

须由考生本人持身份证到当地县级

招生办申请补办准考证或重置密

码； 若考生本人不能亲自前往办理

的， 代办人要带考生本人的委托函

和身份证原件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注意防范招生诈骗。 高考

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期间是招生诈

骗高发期， 考生一定要提高警惕，注

意防范。所有普通高校计划内统招都

要通过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

不通过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不能

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在志愿填

报中， 任何高校通过承诺录取等方

式诱导或欺骗考生填报志愿均属违

规行为，考生要注意防范；高考招生

投档录取均严格按照考生成绩、依

据考生志愿规范进行。 （张梅）

省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五点注意事项

高考志愿填报 今日傍晚截止

本报讯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贵阳市环城林带建设保护办

法》（简称“一法一办法” ）贯彻执

行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 贵阳市贯

彻执行法律法规取得了不少成效，

但在森林保护上，仍有三困难待解。

日前召开的贵阳市第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贵阳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 “一法

一办法”的贯彻执行检查情况，向贵

阳市人大常委会作报告。 报告显示，

贵阳市重视森林资源保护， 贯彻执

行法律法规取得了不少成效， 但检

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是贵阳市林产品大多还停留

在资源型上，产业链条较短；林产品

加工尚处于初级阶段，且技术落后，

附加值低，林农因林增收难。

对此，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认

为，贵阳市林业产业发展的潜力、

空间较大， 应进一步深化林业改

革，以增加林农收入为核心，加强

产业链的拓宽和延伸； 依托贵阳

市 “百山千园” 建设成效和森林

资源优势， 在有效保护森林资源

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发展森

林旅游和森林康养产业， 打造森

林生态旅游精品。

二是涉林案件查处力度和效

果不到位。 有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

门法律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执法

不严，未批先占、损林毁林现象；林

权证核发管理粗放，林地四至界限

不清易产生纠纷； 在实施占补平

衡、植被恢复等问题处理上，也存

在重建轻管、 重数量轻质量的问

题，执法力度亟待加强等。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建议， 应通

过层层抓督导等措施， 强化涉林案

件查处力度和效果；加大投入，逐步

增强森林公安执法条件， 强化队伍

能力建设。 在人员配置减少的现状

下，建立健全部门之间、与法检两院

之间、与区（市、县）之间的联动执

法机制，充分发挥“贵阳智慧林业云

平台”作用等。

此外，检查组发现，从事林业

工作的干部职工多数不善于用法

规指导工作，有的知法规而不熟法

规，未能按法规切实履行好森林资

源保护的主体责任，有的甚至不知

道环城林带的范围和法规内容；二

是在工业化、 城镇化发展压力下，

对生态保护底线的坚守不够牢，未

批先占现象依然存在。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认为， 应牢

固树立依法治林理念， 正确处理保

护与发展的关系。 进一步增强生态

保护意识，强化“一法一办法” 宣传

教育， 提高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

对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的认识， 增强

依法使用林地意识。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发现：

贵阳森林保护 有三困难待解

本报讯 6月 30日，2019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贵州贵安新区主

题推介日在北京开幕。

本次主题推介日活动以 “山

水之都·智慧贵安” 为主题。 由贵

州贵安新区管委会主办， 贵州贵

安新区农林水务局承办， 贵州贵

安新区招商办、 贵州贵安新区社

会事务管理局等协办。

推介活动上，通过组织开展播

放旅游宣传片、文艺演出、特色农

产品展示等，全方位、多角度展示

了贵安新区在生态资源、 文化旅

游、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成就。

同时， 贵州贵安新区还分别从战

略、区位、生态、营商四个方面介绍

了在贵州贵安新区投资创业的优

势，诚邀各参会企业到贵州贵安新

区考察、洽谈。

会上， 贵州贵安新区农林水务

局、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分别作

了贵安新区农业招商推介、旅游资

源推介。

据了解，贵州贵安新区将以此次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为契机，以最大

的热情、最实的政策、最优的服务，努

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各种优势

资源在贵安聚集发展，加快打造全省

发展战略支撑和重要增长极。

（本报记者 邓丽娜）

山水“贵安” 走进北京

世园会上，贵安新区全方位展示成就及创业优势

本报讯 昨日， 为期 4 天的

2019 黔茶文化季暨第 13 届南明

“黔茶飘香·品茗健康” 茶文化系列

活动在花果园艺术中心圆满落幕。

闭幕式上， 与会领导为获得为

2018 多彩贵州·黔茶飘香茶艺职业

技能大赛获奖人员、我最喜爱的茶空

间以及我为贵州冲泡代言评选活动、

贵州省第七届冲泡大赛、第七届“茶

香风情展演” 获奖队伍一、二、三等

奖（金、银、铜）的选手（组合）颁奖。

本届茶文化活动中，“黔茶飘

香·品茗健康” 品茗活动共吸引 35

家企业参展，数万群众参与。

通过此次活动， 来自中国古茶

树高峰论坛的专家们正本清源，论

证了世界茶的源头在贵州。 同时将

本届茶文化活动推向一个新高点，

呈现出规模更大、层次更高、影响更

广等特点。 （袁娟 王杰）

35家企业参展， 数万群众

参与……

黔茶文化活动

昨日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社工中

心获悉，今年，贵州报名参加社工考

试的人数达 4142人，再创历史新高。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自 2008年起实施，截至 2019年 5月

底，我省累计有 2009人通过考试，取

得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统计数据显示：最近 3 年，贵州

省报考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

试的人数持续增加：2017年 2458人、

2018年 3816人、2019年 4142人。

据省社工中心不完全统计，截

至目前， 我省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

有 4 万多人，但通过社工“国考” 的

持证社工只有 2009 人。 从总体上

看， 当前我省社会工作存在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缺乏、服务规模小、服务

范围窄等问题。

为此，近年来，贵州加大社工人

才培养力度， 举办形式多样的培训

班，鼓励社工人员参加资格考试，鼓

励国外、 省外高层次社工人才到贵

州省服务；大力培育民办社工机构，

实行民办社工机构直接登记， 加大

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曾秦）

突破 4000 人！

社工报考人数

今年再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