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野对电梯紧急制动进行现场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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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巨野8月10日讯 (通讯
员 张建增) 鉴于湖北荆州和
广西梧州接连发生的严重电梯
事故，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迅速做出反应，组织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员，对辖区范围内的
所有在用电梯进行安全检查。

巨野县市场监管局成立了
专项检查组，重点对城区内的

佳和购物广场、银座超市等人
员密集场所的电梯进行了专项
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了使用单
位的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
制度、安全知识培训、事故应急
预案等的落实情况，以及维保
单位的设备维护情况。检查过
程中要求电梯维保人员陪同，
对电梯值班人员就如何对电梯

紧急制动进行了现场演示。
在检查现场，专项检查组一

是要求使用单位严格落实安全
主体责任，提高安全意识，加强
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和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培训；二是要求维保单
位，要严格按照《电梯使用管理
与维护保养规则》等安全技术规
范的要求，做好电梯日常维护保

养和隐患排查工作，确保每台在
用电梯不带隐患运行。

目前，共检查电梯使用单
位20家，住宅小区16处，检查垂
直升降电梯、自动扶梯共计200

部，依法责令5家电梯使用单位
22部电梯进行整改，全面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暑运以来，济南铁路公安局济
南公安处巨野站派出所认真开展
治安专项整治、线路巡查清理、隐
患排查整治、爱路护路宣传等治安
防控工作，确保了暑期铁路运输安
全畅通。图为：民警在重点部位悬
挂宣传警示牌。 通讯员
高尊华 高丽丽 摄影报道

巨野烟草专卖局举办

真假烟鉴别培训班

为进一步提高专卖执法人员卷
烟真伪鉴别能力和办案水平，8月4

日，巨野县烟草专卖局对全体专卖
执法人员进行真假烟鉴别培训。
此次培训紧扣当前市场假冒卷烟特
点，分为理论知识讲解和实物样品
对比两个环节，针对性强，效果明
显。 通讯员 张磊 摄影报道

离婚拒付抚养费
法官耐心终调解

本报巨野8月10日讯（通讯
员 程东方）“可领到钱了，我

们爷俩就等这笔款救济了，去年我
就认为我的执行款要打水漂了，没
想到今天领到手了，真不知道怎么
感谢您。”说着一位戴着墨镜的男
子一手领着一个小女孩，另一手紧
紧握住巨野县人民法院执行二庭
执行法官郭玉玺的手泣不成声。这
是近日发生在巨野县法院感人的
一幕。

据了解，这位戴着墨镜的男子
姓林，眼睛有疾看不清东西，不能
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劳动，造成生
活非常困难。2012年2月林某和王某
经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法院判
决：由被告王某支付原告林某43000

元人民币抚养费。巨野法院执行二
庭受理了此案后，多次前往被告王
某处执行，但屡屡见不到当事人王
某，当事人父亲拒绝承担，而且态
度强硬，此案执行便困难了起来。

负责此案的执行法院郭玉玺
深知此案棘手，期间多次到当事人
家中，而王某外出杳无音讯。他只
能耐心做王某父亲的思想工作，促
使当事人能够支付这笔标的款，但
王某父亲仍拒不配合。郭玉玺认
为，案件问题关键在王某父亲身
上，如果做不好王某父亲的思想工
作，则案件更加难以执行。之后，他
又多次到王某家中寻找当事人王
某和做王某父亲的思想工作，但之
后王某父亲也一直在躲躲藏藏。今
年6月为了能找到王某父亲，郭玉
玺早晨六点就到达王某家中，对王
某的父亲说服劝导。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郭玉玺终于说了服王某父
亲，将43000元标的款送到了法院，
一件长达三年的案件终于落下了
帷幕。

保保畅畅通通

未未报报志志愿愿却却收收到到录录取取通通知知书书？？
警方提醒：谨防高考录取诈骗

大学录取通知书已开始发
放，多数考生开始接到录取通知
书。但同时，一些“李鬼”大学瞅
准时机，发出伪造通知书，市招
办提醒考生和家长，高考录取欺
诈进入易发期和多发期，考生一
定要牢记填报志愿学校，关注学
校官网公布的信息，防止被骗。

案例1：未报志愿却收到录
取通知书

“我根本没报这所大学，怎
么就收到录取通知书了?”7月18

日，一中毕业生小于收到一封来
自北京化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小于还表示，这所学校之前不知
从哪得到她父亲的电话，专门介
绍学校的情况。

“当时他说可先发学校简介
给我们，就告知了家庭地址，谁
知五天后就收到这所学校的录
取通知书。”小于看着通知书，觉
得太离谱，既然没有填报，何谈
投档成功被录取，她表示不会去

这所学校。
案例2：招办人员盗号进班

级群游说
7月21日晚报高考交流群网

名为“五叶大师”的高三学生告
诉记者，来自一所学校的招办人
员混进他所在的班级群，然后盗
取了一位同学的QQ号，对其他
同学进行游说。

“当时就觉得我这同学说话
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一个劲儿地
劝我去山东英才学院，说这个学
校师资雄厚，而且今后好就业，
我明确表示不想去，结果他还一
直不停劝我。”“五叶大师”说。

“后来我们同学一沟通才知
道，大家都收到这个同学发的信
息。”“五叶大师”说，随后找到同
学本人才知道，他的号码被人盗
用了。

案例3：成绩500分却被山大
“录取”

在晚报高考交流群中，网友

“云岛主”表示，自己7月20日收
到一封来自山东大学自考本科
的录取通知书，“我一看山东大
学，就觉得肯定弄错了，我考了
500分，怎么可能被山东大学录
取呢?”

“云岛主”再一仔细看，在大
学的名字一角旁边，出现了“自
考本科”的字样。“我还没开始报
志愿，但是应该走不了本科的，
本科学校能给我寄来这封通知
书，真是莫名其妙。”

“云岛主”在百度中搜索“山
东大学自考本科”，结果得到的
回复都是“骗人的”、“山东大学
从没有自考”、“这不是正规院
校”等信息，随后他撕掉了录取
通知书。

市招办：收到通知书先求证
对此，记者咨询了菏泽市招

生办公室工作人员，其表示目前
没有接到类似学生被骗的举报，
但是前几年有家长咨询过类似

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有些骗子会

混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还有一
些不法分子和教育机构故意混
淆成人高考与普通高等教育学
历性质，以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
教育之间的区别，都以预科班等

“入学通知书”、“学习通知书”蒙
骗考生及家长。这些“通知书”不
属任何正规院校“录取通知书”，
更不是国家承认的普通高等学
历教育，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还有人曾用“地方委培生”、
“自费生”、“国防生”的幌子，甚
至通过伪造军队公文公章、冒充
军队机关或招生部门人员，许诺
教育部认可学历、毕业后一律安
排到部队工作等，骗取学生和家
长信任，进行诈骗。

“学生对自己填报的学校要
做到心中有数，是否被录取在学
校网站肯定能查到。”工作人员
表示。

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
要通过正规渠道查询录取结
果。如何识别录取通知书真假
呢，这6招教给你：

第1招查录取真假

考生应通过本省招生考试
院公布的正规渠道查询自己的
录取信息，如查询的信息与录
取通知书一致(包括录取学校名
称、专业和层次)，就是经招生考
试院办理了正式录取手续，否
则，就不是普通高校正式录取
后的通知书。

第2招查学校真假

考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必
须是教育部公布的具有普通高
等学校学历教育资格的并且当
年在本省招生的学校。这些学
校的名单可在教育部网站、教

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网址http://
gaokao.chsi.com.cn)、本 省招生
考试院网站或本省招办发放的
招生资料上查到。

第3招查学籍真假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学籍
学历注册管理规定，新生入学
后要和省级招生机构进行信息
核对，核对无误后，考生可在本
校及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
的学籍注册网上查询自己是否
已取得了学籍。未经省招办办
理录取手续的考生没有学籍，
不能取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历
文凭，一律不予注册学籍和学
历电子注册。全国普通高校学
籍 查 询 网 址 ( h t t p : / /
my.chsi.com.cn/ )。

第4招看录取进程

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送工
作随每批次录取进程，陆续进
行，将在7月中下旬进入高峰期。
有的非法组织或个人，会抢在
正规通知书发放之前，发放高
校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之外
的“录取通知书”，以抢占生源 ;

还有的在高考录取结束后发放
所谓“录取通知书”。考生可根
据本省录取阶段的时间进程来
判断录取通知书的真假。

第5招看邮件

正规通知书是通过邮政快
递送到考生手中的，使用的是
录取通知书专用的信封，接收
此类邮件需要现场出示准考
证、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

而不正规的通知书一般是用平
信的方式寄出的。从中国邮政
获悉，2015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
递已于7月上旬开始，EMS 微

信及手机APP 的查询功能也
已经上线。

第6招看签章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各普
通高校录取通知书除加盖高校
章外，还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
书，并对录取结果负责。考生在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以查看
校长的签名对不对，如果没有
签名，或者签名不对，则要小心
了。(注：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
详见各高校网站)

高校在寄送录取通知书的
同时，还会连同有关入学报到
须知、资助政策办法等相关材
料(民办高校还须附加有关省级
招办出具的《录取考生信息确
认表》)一并直接寄送被录取考
生。

■相关链接

6招识别通知书真假

无微不至，微力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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