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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
湖南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长郡学子手中 提醒：签收通知书证件要齐全
本报7月15日讯 今日下
午3时， 长沙市长郡中学考生
王昕收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这也是湖南今年
投递的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
书。我省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
工作进入高峰期，预计将持续
至8月底。
接过邮政EMS工作人员
送上的录取通知书和一束鲜
花，王昕特别激动，手都有点
发抖。 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

提醒

签收通知书证件要齐全

据悉，从即日起至8月底，
长沙将进入录取通知书发放
高峰期。为了确保高招寄递工
作的顺利完成，中国邮政速递
物流采用“专人、专车、专封、
专投”的模式，为通知书寄递
保驾护航。
省邮政速递物流有关工
作人员介绍，EMS为确保录取
通知书及时、 安全送到考生
手中， 每 天安 排 8:00-13:00、
13:00-16:00、16:00-18:30 三
个频次投递，“投递前， 系统
会发送短信到考生留给校方
的手机号码上。 如需长时间
外出时， 请注意保持手机通
讯畅通。”
据了解，通知书通常直接

查询

打开清华大学录取书，看到专
属的立体二校门跃然立于纸
上时，“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大
学。”他说道。
王昕毕业于长郡中学
1604 班 ，2019 年 高 考 分 数 理
科674分， 被清华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定向物院）录取。根
据定向协议，毕业后将直接到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张雅婷 薛欣妤

送到考生家中，考生凭本人身
份证、 准考证等有效证件签
收；直系亲属则需出示户口本
等有效证件，证明为考生的直
系亲属才可代收，“如遇家中
无人的情况，通知书将会暂时
寄存到公司，进行报备登记。”
此外，录取通知书投递后
将及时录入妥投信息，以便查
询投递轨迹。 对地址不详、地
址迁移且收件人无法联系的
录取通知书，投递部门会及时
与收寄部门联系。对确实无法
投递、收件人拒收的高考录取
通知书邮件，省邮管局将退回
收寄院校， 退回邮件将逐件、
准确批注退回原因，防止发生
误退现象。

有四种方式

考生可通过以下4种方法
查询投递情况：通过“EMS中
国邮政速递物流” 微信公众
账号； 通过登录中国邮政速
递物流官方网站； 拨打服务

热线11183； 支付宝服务窗搜
索“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点击我要查询。 以上查询方
式均需核验考生准考证号或
考生号。

链接

王昕签收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视频截图)

萌娃跟着爸妈去“上班”
这个社区试点惠民活动解孩子暑假“宅”家难题
本报7月15日讯 每逢暑假，
“孩子去哪儿” 就成了不少家庭的
烦恼。7月15日，长沙市芙蓉区韭菜
园街道在桐荫里社区亚大楼宇党
群服务中心试点“跟着爸妈去上
班” 惠民生主题活动，20余位萌娃
与家长同在一栋楼“上班”，有效解
决了上班族暑假带娃难题。
亚大时代大厦共有企业42家，
各类员工1597人。亚大楼宇党群服
务中心自2018年4月成立以来，紧
盯企业和员工需求开展活动， 得到
了楼宇员工的广泛欢迎和支持。
一到暑假，
“
自己不放假，孩子无
人照看。” 这栋楼宇的不少职工因为
这件事焦头烂额，纷纷向社区求援。

桐荫里社区党委书记苏莲介
绍，在收到群众的建议后，社区通过
购买社工服务，积极链接各方资源，
在辖区内近10家楼宇企业全力支持
下， 用一张满满当当的体验课程表
为职工子女提供了暑假好去处。
家长只需每天上下班接送，中
午负责中餐， 萌娃们的其余时间均
由社工负责。在家长上班的同时，萌
娃们在社工的带领下， 按课程表开
展职场体验、志愿服务、文艺活动等
多彩活动。“带着孩子来上班， 我们
工作， 他们上课， 真是帮了我们大
忙，让我们省心不少！”一位“探班”
■记者 李成辉
的家长高兴地说。
实习生 滕婷 通讯员 胡美俐

查询高考录取状态，别错过这个旗舰店

本报7月15日讯 当下正
值高考录取阶段，如何快速查
询到自己的录取信息？三湘都
市报记者今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今年湖南高考考生可直接
通过教育政务服务旗舰店查
询到自己的录取状态。具体查
询方法为，考生访问湖南省教
育 厅 政 务 服 务 旗 舰 店 (http:
//zwfw-new.hunan.gov.
cn/hnzwfw/1/186/196/in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dex.htm)，点击“热点服务”栏
的“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状态查询”图标，根据提示输
入考生相关信息， 即可查询。
另外，考生还可以进入“湘微
教育”微信公众号页面，点击
下方“高考服务”，选择“录取
状态”即可进入2019年湖南省
高考录取状态查询界面。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静
陈英 黄禧燕 杨嘉仪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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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畅荣遗失湘 H15920 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903200554,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20
19）湘 0922 执 恢 37 号 的 协 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刘国
光、温丽名下坐落于长沙市岳
麓区岳麓大道 355 号西城龙庭
12 栋 1106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1）第 038311 号 的 国 有
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桃江县人民法院

湘西50名孩子来长沙研学
领略不一样的人和事 感受湖湘文化精髓
本报7月15日讯 “这次来长
沙， 最想去的地方是中南大学，同
学们都说那里很漂亮，也想去参观
一下。”今天，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芒果微基金、长沙金海教育基金
会主办的湘西励志夏令营启动仪

◆李妍
（
父亲：李强，母亲：秦桂
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705432,声明作废。

◆张蔚雯执业药师注册证丢失，
注册证编号：431216110312，
声明作废。

◆彭南棋（父亲：彭继珍，母亲：莫
玉萍）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322655，声明作废。

◆张诗琴（父亲：张恩金，母亲：侬
绍芬）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134018，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寻亲启事

无 名 氏 ， 男 ，8 岁 ， 身 高
126cm,体重 27Kg，救助
编号 19071401。 7 月 14
日 8 点 39 分，在枫林三
路与麓云路公交站接受
救助。该小孩身上穿有尿不湿，手
脚有溃烂，面部有伤痕，精神智力
有障碍，生活不能自理。我站多方
寻亲未果。 请知情人速与我站联
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7 月 15 日

无名氏， 男，7 岁，身
高 123cm,
体 重
23Kg， 救 助 编 号
19071012。 7 月 10 日
20 点 30 分， 在长沙
市第一福利院幸福
楼一楼接受救助。 该小孩精神智
力有障碍，生活不能自理。我站多
方寻亲未果。 请知情人速与我站
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7 月 15 日

式在长沙举行。 来自湘西永顺县高
平金海实验学校励志班的初一学生
杜江峰说， 这是他第二次来长沙研
学， 希望在未来一周度过一个充实
的假期。
据介绍， 这次参加夏令营的学
生共有50名，由4位老师带队，将在
一周内，安排孩子们参加“美丽家园
和谐社区”安全教育，“法爱相随、健
康成长” 法制教育和机器人智能教
育等主题活动。 还将参观湖南第一
师范、简牍博物馆、省博物馆等历史
文化景点，让孩子们接受红色教育，
感受湖湘文化的精髓。
带队老师黄晋欢告诉记者，参
加研学的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对这
些孩子来说，相比金钱等物质需求，
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充实。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关茗予 通讯员 席元元

女孩疑听歌落水
游客合力营救
有水域的地方
尤其要注意安全
本报7月15日讯 昨晚6
点，湖南烈士公园年嘉湖畔一
名女孩失足落水，经过多名游
客的合力营救， 几分钟后，女
孩被平安拉上岸来。
“救人 啊 ， 有 人 掉 水 里
了。”14日晚6点，在湖南烈士
公园健身的胡先生听到呼
救，往年嘉湖边望去，发现一
名女子落入水中。 他快步跑
过去， 此时在湖边散步的游
客较多， 一名小伙子已经脱
下鞋子，准备下水去救人。
“她离岸边一米多远，自
己朝天浮在水面向岸边划动，
比较镇定。”胡先生告诉记者，
七八个游客手牵手将她拉了
上来。上岸后，女子耳朵上还
戴着耳机， 她很镇定地取下
耳机， 捡起落在草地上的手
机， 休息一会儿后跟众人道
谢回去了。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落
水处， 发现该处是一个较陡
的斜坡，坡上长满了草，岸边
有青苔，湖边上并没有围栏。
“这几天下雨， 草地有点湿
滑， 可能是听音乐不小心滑
下去的。”胡先生说。“烈士公
园游客量很大， 很多人喜欢
到湖边玩。这边没有遮拦物，
大人掉下去还好， 小孩可能
就不是很安全了。”
公园管理处办公室主任
陈琼提醒：“希望大家尽量不
要做低头族， 尤其在这种有
水域的地方要注意安全。”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雷其荣 周文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