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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8日从四川省普通高校招
生录取场了解到，该省2018年普通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从7月初开始，预
计将于8月18日结束。录取期间，考
生和家长可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方
网站等7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

据悉，四川省2018年普通高校
招生本科提前批次院校考生电子档
案已于7月6日晚投出，从今年整体
投档情况看，各类别院校报考生源
情况持续良好，在该批次招生的96
所院校中的绝大部分都能够在第一
志愿录取满额。院校计划总体满足
率达 99.74%，比去年有进一步提
高，文、理科计划的满足率都在99%
以上。

录取期间，四川考生和家长可
通过以下渠道了解、查询有关录取
政策、录取结果等信息：四川省教育
厅 官 方 网 站 (http://www.scedu.
net)；四川省教育厅政务微信：“四
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教
育厅政务微博：“四川教育”新浪政
务微博；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http://www.sceea.cn)；四川省教
育考试院政务微信：“四川省教育考
试院”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教育考试
院手机客户端“考生助手”APP；四
川电信IPTV。

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场
相关负责人提醒考生，由于本科提
前批次实行顺序志愿投档模式，符
合条件未被录取的考生，还有机会
参加第二志愿投档录取，个别院校
如果在第二志愿投档后仍不能完
成招生计划，将公开进行征集志
愿。提前批征集志愿时间预计为 7
月10日，请考生密切关注四川省教
育考试院网站公布的征集志愿相
关通知，了解征集志愿填报的具体
时间段及院校、专业信息，以免错
失报考机会。

据悉，在批次录取结束后一周
左右，高校寄发通知书。具体邮寄时
间视两地距离而定，一般寄出后10
天内可到。若考生半个月后没有收
到录取通知书，可向录取学校电话
咨询。 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7种渠道可查高考录取结果

7 月以来，各地陆续启动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各类招
生骗局也进入高发期。重庆市教育
考试院日前发布“防招生欺诈预
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们警惕七
类招生骗局。

一是混淆“学历性质”。不法分
子、中介和个别高等教育机构以自
考助学班、网络教育、非学历短期
培训等“入学通知书”“学习通知
书”等蒙骗考生及家长，故意混淆
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网络教育与
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学历性质以
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的
区别。凭这些“入学通知书”“学习
通知书”入学的学生，不能注册普
通高等院校学籍，也拿不到普通高
校的毕业证书。

二是虚构“内部关系”，谎称可
通过交钱换取指标，“交钱就能低分
高录”。这类行为是被严令禁止的，
所谓的“内部指标”“点招指标”及

“计划外指标”都是骗局。
三是假借“自主招生”，声称只

要交钱就可以突破高考成绩要求。
实际上，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必
须通过高考或学校招生章程规定的
单独测试，考试成绩也必须达到相
应的要求，整个测试及录取过程均
由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监督，最

后经省级招生部门批准录取。
四是冒充“军校招生”，打着军

校招收“地方委培生”的幌子，许诺
毕业后一律安排到部队工作。但根
据相关规定，从 2008 年起，未经批
准，军队院校不得以任何形式招收
地方委培生。

五是利用“定向招生”，吹嘘可
以弄到某某大学定向招生计划，收
取所谓“定向费”。高校的定向招生
计划会提前向社会公布，且严格按
照教育部规定执行，不会收取与定
向招生挂钩的任何费用。

六是虚假“招生补录”，利用考
生及其家长不熟悉招生程序和规定
的情况，打着“补录”旗号行骗。按照
教育部规定，本科层次只退档，不补
录。高职专科经申请审批同意后方
可进行补录，但仍执行集中录取时
的招生政策和操作办法。

七是借机“邀功请赏”，钻家长和
考生信息不畅通的空子，向正常投档
录取的考生家长邀功请赏，索取钱
财。重庆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提醒，
录取期间将及时公布高校录取有关
信息及考生录取结果，考生可以登录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和招考信息
网免费查询自己的录取轨迹和录取
情况，防止上当受骗。

新华社记者 柯高阳

高考录取要警惕七类招生骗局

◎县委中心报道组 张莉

听说贫困户养牛有补贴,但贫
困户桑珠还没领到,他想去县里问
问 。桑 珠 住 在 米 龙 乡 米 龙 村, 是
2018 年计划退出贫困村：山路延
绵、产业发展艰难,许久以来很多村
民脱贫动力不足。

近日，雅江县“听民意、解民忧”
大接访活动在木雅广场举行。县委书
记刘宗建，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郑友生，县委群工局、县民政局、
县攻坚办参加接访活动。桑珠是在手
机上看到“大接访”公告的，“大接访”
这天， 他早早起床出发前往县里。

认真记录、和蔼解答，县领导平易
近人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打消了村民
的拘谨。了解到桑珠的情况后,刘宗建
告诉他,这是米龙村实施的激励贫困
户发展产业的新政策,目前正对贫困
户发展的产业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
养牛补贴将尽快下发。

刘宗建的一番解释,给桑珠吃
下了定心丸。“这我就放心了,今年
努力再多养几头牛,一边养一边卖,
肯定能早早脱贫。”桑珠说。

一旁的米龙村第一书记洛绒郎忠
说:“现在贫困户脱贫的劲头比以前更
足了,就拿我们村来说,眼见隔壁村好
起来,户户发展猪、蒜等产业,我们村
的贫困户坐不住了,催着我来问政策,
他们还等着建新房、发展产业哦。”

接访持续了一上午,村民的期
盼都被接访干部记录下来。村民们
带着称心的答复满意而归。

接访干部告诉记者,这次“听民
意、解民忧”大接访活动引来的不是
贫困户“吐槽”,而是村民为脱贫攻
坚“出点子”。

“54名来访群众中,一半以上是

咨询政策或‘出点子’、谈期盼的,说
明群众脱贫动力增强了。”

“来，先请坐下，慢慢说。”面对
每一位来访群众，刘宗建都认真倾
听来访意见，耐心细致地解答诉求，
特别是对部分涉法涉诉的上访群
众，详细宣传讲解了国家信访条例，
引导其通过法律渠道，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当天，来访的群众络绎不绝，接
访中，刘宗建仔细阅读来访者提交
的书面材料，热情招呼每位到访群
众入座，温言询问、认真倾听，耐心
做好解释工作，实事求是地答复群
众的合理诉求。随后又与涉及的部
门一起商讨解决办法，当场交办、督
促解决。这种“零距离”的接访，让群
众倍感亲切和实在。

从接待现场出来，八衣绒乡茨
马绒村52岁的村民达瓦激动地说：

“我们反映的问题，领导当场答应
尽快给予答复，我们非常高兴。”来
时还忐忑不安的他，因为家庭经济
困难，无能力建房，要求给予帮助，
诉求后，相关部门表示赓即组织力
量抓紧调查核实，形成书面调查报
告，尽快回复他所反映的问题。达
瓦满脸笑意地从接待现场出来后
说：“县委、县政府是真心了解群众
之苦，真想为老百姓办实事的。”

据统计，当天共接待来访群众
54人次，受理信访问题57件，当场答
复4件。接访事项涉及城乡建设、环
境卫生、农村农业等10类内容。

在大接访活动结束后，刘宗建
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社
情民意的一扇窗口，要放下架子、扑
下身子，抓住群众最急最盼的问题，
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
当好人民的公仆。

县委书记化解百姓烦心事

就医“感言”阿松充呷的
今年47岁的阿松充呷来自德格县

俄南乡马龙村，是村上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十几天前，我因感冒咳嗽，当时
没引起重视，后来就越咳越严重，胸口
咳痛了，喉管也咳肿了，晚上更是咳得
没法睡。我实在坚持不住，就随便买点
药吃了几天，病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
更严重了。我的亲戚实在看不过去，7
月1日早上就开车把我送到这里。

医生照片后发现，我肺部严重感
染，需要住院治疗。当时我对医生能否
治好我的病没抱多大希望，因为之前
我爱人也曾来这里治过病，但最终还
是转院后才治好的。虽然建档立卡贫
困户住院自己不花一分钱，但每天两个
人还得开销生活费，像我家这种状况那
也不是一笔小钱。我的确没想到，住院输
了两组液、吃了两次药之后，病情就明显

好转了，当天晚上就舒舒服服睡了一个
安稳觉。我觉得医生太神奇了，于是第二
天就叫爱人也去找医生诊断一下她的
病。我知道她经常头晕，总以为是感冒
了，但检查结果才知道她是中度贫血。
医生给她处方开药后，还教她如何从生
活上进行调理。我觉得医生说得很有道
理，就叫她按医生说的去做。果不其然，
她的头晕现象就比之前缓解了一些。看
来，县医院医生的技术确实比以前强多
了！”阿松充呷的感慨可谓是发自内心。

“既然医生技术这么好，我们就得
紧紧抓住，于是我上午去照片复查后，
就陪爱人又去找医生开了一些药，毕竟
我们到县城还有将近260公里路，来一
次也不容易，况且她髋关节做了几次手
术后也留下了后遗症，行走很不方便；
而我在10年前因搬运石头时右脚被严

重砸伤，当时由于没钱医治，结果造成
了三级残疾，走路也不方便。前几天，一
个病友给我讲了一件县医院成功抢救
一个孕妇的故事，说是这个孕妇被送到
医院检查后，医生发现7个月的胎儿已
经死了，这个孕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需要马上做手术。没想到手术非常成
功，这家人出于感激，就给医生献了哈
达，说是这件事在好几家报纸上都登
过。我以为病友是在给我吹牛，今天早
上医生来查房时，我特意问了这件事，
医生不但说是真的，而且还详细摆了当
时的经过。难怪我听到好些病人都在夸
奖医生护士，有的夸他们服务态度好，
更多的是在夸他们的手艺。医生手艺好
了，我们看病也就更放心了！”

采访中，德格县人民医院院长陈
航告诉记者：“打造品牌医院，需要品

牌医生；品牌医生既需要引进，更需要
培养。无论是对口帮扶还是托管，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技
能、提高医院的综合实力，既让患者

‘能看病’，更让他们‘看好病’，否则，
患者就会在不信任中流失，并带来意
想不到的负面效应。正是因为我们像
州人民医院托管期间那样，一门心思
抓制度、抓队伍、抓考核，倒逼医护人
员拜师学技能、培训长才干、临床强本
领，进而带来了患者良好的口碑，也带
来了今年前 5 月住院人次同比增长
18%、门诊人次增长 27.5%的业绩。看
来，持续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是
医院永恒的主题，能‘看好病’才是真
正说服患者的硬道理。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打造一支愿承担、有能力、可支撑
的带不走的医疗队。”

甘孜日报讯 何大妈是康定市姑咱
瓦斯沟养老院的一位护理员，7月8日，
她也象往常一样领着两位残疾老人到社
保局来进行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当
工作人员告诉她，现在不需要再来认证
时，她激动的握住工作人员的手说：“你
们太好了，不验证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好
事啊！我护理他们平时的吃喝拉撒我都
不心焦，就是每年要领他们来办理社保
验证让我最头痛。你看他们嘛，行动不方
便，耳朵又不好使，每次半路上搭车也不
好搭，生怕在路上出现什么差错了。你们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做了一件好事哦，谢
谢，谢谢！”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退休人
员（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城乡
居民退休人员）传统的集中认证方式与
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和群众的需求越来

越不适应，由此产生的问题越来越突
出，社会反映强烈。根据人社部的安排
部署和全国人社系统行风建设电视电
话会议的总体要求，切实把“全面取消
集中认证”的要求落到实处，州社保局
从7月3日起，全面取消领取社会保险
待遇资格集中认证，实行“寓认证于无
形”的认证服务新模式。

结合我州实际情况，取消离退休人
员集中认证后，全州各级社保经办机构
将采取以信息比对为主，其他认证方式
为辅的认证服务新模式，通过医疗保险
数据对比开展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
认证成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省级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加强与公安、
民政、司法、交通、旅游等部门联系，开
展业务协作，尽快实现与人口管理、殡
葬、服刑、乘坐飞机高铁的实名验证场

景等外部信息共享。
充分运用全民参保、联网监测等

内部业务数据资源进行比对筛查，坚
持以数据比对为主的方式来核实和确
认参保人员领取待遇资格；充分发挥
乡镇（街道）、村（社区）劳动保障工作
平台的一线阵地作用，大力创新社会
化服务方法路径，通过开展党员组织
生活、社区文娱活动、节日慰问等方
式。对于行动不便者，将结合健康体
检、电话联系、走访慰问等方式，提供
上门服务；省厅将开发“人脸识别”功
能模，拓宽远程自助认证渠道，同时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纳入省级协查认
证平台统一认证和管理。

对在国外(境外)离退休人员，暂继
续按照外交部、财政部、人社部《关于在

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有
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办理；各地还将积极
探索利用微信、支付宝等技术手段开展
远程自助认证。要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
要把以上六种认证方式传达到每一个认
证机构、每一名工作人员，做到全覆盖。
在全面取消集中认证后，领取待遇资格
核查工作不能削弱，既要让群众了解全
面取消集中认证这一新举措所带来的便
利，又要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资格认证事
关社保基金安全和全体参保人员的根本
利益，最大程度接受社会监督，最大程度
凝聚社会共识。

对 确 认 失 去 待 遇 领 取 资 格 人
员，社保局将按照相关规定停发待
遇。发现冒领行为，责令退回并严格
依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规定移送
司法机关。 刘启亮

我州退休人员社保认证无需再跑路

“我真没想到，县医

院医生的医疗水平这么好，

才住了几天院，就康复出院

了；幸好这次爱人送我来，她

也看了病，不然她的病肯定

会越拖越严重。”7月 6日下

午，刚办完出院手续的阿松

充呷激动地对记者说。

◎谢臣仁 曹梦 徐平波
本报记者 田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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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7月3日第五版）
她，来源于天堂，弥漫着天堂的温

暖与神圣。她，独处于世俗之外。如丝
绒般的绿毯的边缘，有雪山环绕，有
白云飘游。

夕阳如水，漫过村落、田园、炊烟，
如诗如画铺展。

叶早河，似乎是马达村中，唯一，被
天地默许，可以自由变幻色彩的生灵。

她有时横生金波，犹如金龙腾
空，在天地间畅游；有时又如碧玺，
满眼碧绿的诗意低调而安静地从村
边流过。

她从雪山脚下蜿蜒而来，众多的
支流、溪水，加入她华丽的队伍，不断
地丰盈着她的身躯与涵养。她所过之
地，草木勃生，万物丰盈。

掬一捧叶早河水，你的味蕾会被感
动。甘甜的叶早河水，隐藏着十八座雪
峰雪水的清冽，一百八十种野花的花
香，一千八百只蜜蜂辛勤酿造的甜蜜。

甘孜一枝花，全靠云当家。甘孜的
白云，冠绝康巴，冠绝青藏。

甘孜县马达村的白云，是马达村
最美的迎宾使者。

她时而在仰望的头顶，时而在雪
山之巅，时而在草原的尽头。只要你倾
情呼唤，她就会从八方飘来，在你的视
野里，以神秘的形态和寓意，美仑美奂
地陪伴你，从朝阳到夕阳。

看了马达村的白云，魂儿会被牵
挂，不想回家。亲，你要理解，不要怪
他。

柏杨挺拔！像排列整齐雄壮威武
的士兵，矗立在原野之上。

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马达
村，惟有柏杨这种生命与内心皆极强

大的植物，才能与雄鹰比肩，与白云媲
美，占领空中的领地。

如果说，白云是马达村最美的迎
宾使者，她飞翔于高天，远远地就能把
你望见；那么，柏杨就是马达村最忠诚
的哨兵，他屹立于道路、田野、村庄前
后，随时保持着警惕，只要有风吹草
动，他就哗啦啦给马达村的居民们报
信，而且绝不漏报、错报、谎报、虚报。

在马达村，我喜欢仰望近处的柏
杨，因为这样，我的心灵深处总会升喷
涌与升华一股油然而生的敬意……

在这样一个美伦美奂、美若仙
景 的 村 庄 ，迎 接 第 一 书 记 高 明 军
的，却是全村群众私分去年村干部

补助的消息。
村干部补助，是上级政府支付给

村“两委”干部的劳务报酬，属于村干
部合法收入的一部分，但在马达村，这
笔钱却被全村群众给“私分”了。这个
情况，哪怕放在全国背景之下，也算得
上绝无仅有了。

全村群众私分村干部补助，不是
说群众多么厉害，竟然敢私分干部的
钱，而是村“两委”组织软弱焕散，没有
丝毫战斗力，其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
群众对村干部拿补助有意见，而村干
部们自己对拿这笔补充也不那么理直
气壮，于是大家平均私分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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