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集志愿注意啥？
在规定填报征集志愿时间段，只要在指定网站上还没有查询

到已经被高校“录取”或“预录取”状态信息的考生，可以密切关注
我市征集志愿时间安排，具体是否填报，完全由考生本人决定，一
般来说如果征集志愿中的学校、专业符合考生的志愿愿望，可以积
极主动地按照规定填报，以增加一次录取的机会；反之，如果不喜
欢、不能接受，则可以不填报征集志愿。请考生查询网上公布的某
类别某批次《征集志愿计划预计缺额情况表》进行填报，院校的专
业的详细说明参见2018年《招生计划汇编》及院校招生章程。

考生第一次所填的志愿优先，征集志愿在后，只要第一次填报的
院校录取了，征集志愿即为无效志愿，不会再投档，征集志愿的填报
不会影响第一次所填志愿的录取。各批次征集志愿开始前均会在志
愿填报网站发布《征集志愿公告》，考生需要仔细阅读，查看所填报批
次的征集志愿结构是平行志愿还是顺序志愿。对普通文理类考生来
说，所填报的征集志愿为平行志愿的，只有一次投档的机会，专业调
配默认为“服从”。考生在填报征集志愿时仍然要慎重，要注意院校
的排列顺序和梯度，查看缺额的院校和专业考生是否适合。考生一

旦被正式录取，就不能退档，也不能参加下一批次的录取。

为啥要填
征集志愿？

参 加 征 集 志
愿的院校主要有
两种：

一 是 院 校 正
常 投 档 时 生 源 不
足 ，导 致 的 缺
额 ；

二是院校投档
生源充足，但是部
分 考 生 因 为 不 服
从专业调配，或者
身 体 条 件 不 符 合
所 报 专 业 的 要 求
等 原 因 而 退 档 形

成的缺额。

征集志愿
怎么填？

征集志愿一般按照以下三个步
骤进行：

一是密切关注填报征集志愿的
时间，请考生和家长务必高度重视，
密切关注我市二次征集志愿的时间
安排；

二是及时上网查询缺额情况及相
关公告，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
网或者重庆招考信息网，查看征集志
愿公告，查询缺额院校及专业；

三是按时上网填报并跟踪结
果，大家务必按照重庆市 2018 年普
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时间安排表的
相关要求，按时填报，并密切跟踪录

取结果。

快新闻A07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

责编 余麟 图编 张路
美编 王彬臣 责校 罗文宇 王彬臣

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广告

遗 失 公 告

综 合 服 务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标准物流仓库出租
汽博中心核心区域10000平方米
标准物流仓库 13883688288聂

重庆市黔江区农村土地整治中心
关于解除合同的通知

重庆永正土地房屋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我中心于2018年7月4日-6

日通过重庆晚报发布公告要求你
司限期到我中心履行白石乡凤山
村等23个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
合同约定。但通知的期限到后，你
公司却未置可否。为此，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维护交易的稳定，特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解除你公司于2012年5月与
我中心签订的白石乡凤山村等23
个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农村建
设用地复垦测绘及规划实施方案
编制合同书》。

特此通知。
重庆市黔江区农村土地整治中心

2018年7月12日

遗失2016.3.17核发重庆独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52K38K，公章一枚编
号5003827019043，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3827019044，
发票专用章一枚编号91500117MA5U52K38K，声明作废。

通 知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界石分公司员工杨再福
（1976.03），刘伟（1983.04）你们因旷工，已严重违反公司劳
动纪律，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请你于2018年7月17日
前回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北区小明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7474544061）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7月12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真浩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
6月21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
《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李彤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乾鼎饮食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072308135E）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7月12日

减资公告：重庆欲行千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MA5YNLLE87，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整减至20万元整，根
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
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柚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228000012578）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
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 45日
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 2018年7月12日

遗失南川区吉昌酒店（韦济贤）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19MA5UD56X6U作废
遗失韦济贤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384600319245作废

泰源公司渝B570J8营运证正副本500110038823遗失作废。富森公司渝BR6827营运证正副本500103025606
遗失作废。慧鸿公司渝D79617营运证500222063958遗失。鄢世勇渝A02N37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遗失。重庆
安嘉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3A659渝 BZ8017 渝 B2A376渝 D09705 渝 D5188 挂遗失作废。互惠公司渝
BH9529 营运证 500222025175 遗失补办。鼎辉公司渝 D29846 营运证 500110083434 渝 D9259 挂营运证
500110083474遗失作废。遗失鸣通万盛分公司渝D8A088营运证500110053041作废。汇金公司渝BP6536营
运证500115013465遗失注销。龙歌物流公司车牌渝BZ3611车主廖永华，你故意拖欠公司费用，公司已将车开回
公司，限在7月15日前回公司处理，如果未联系公司，公司将请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处理，一切后果自负！。重庆速驰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D12153车主（李绍中513021197609217899/张白会513021197906127443）请于登报
之日起7日內到公司交清所有费用，逾期未处理将按照欠条约定处理该车，后果自负。云河物流公司渝BZ7973营运
证遗失。尊宏公司渝BS9717营运证500106003977遗失。天浩公司渝B8A886营运证500110070481渝BS8672营
运证500110049051遗失作废。傲立公司渝BS7078营运证遗失。重庆汇顺物流有限公司渝BS7701道路运输证遗
失。遗失重庆豪佳物流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沙坪坝支行天星桥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81937801声明作废。重庆捷可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U0703营运证500110052322渝BN7626营运证
500110002115遗失。炬盟公司渝B8A836营运证500110069882遗失。嘉祥公司渝BN2696营运证遗失。荣昌区
海燕公司渝CD2376营运证500226012160遗失作废。重庆准钇贸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Z8387遗失。

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诺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重庆天正畜牧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重庆诺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买卖
合同纠纷三案，均已于2018年6月10日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渝仲字第233
号、（2018）渝仲字第234号、（2018）渝仲字第235
号裁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重庆仲裁委员会
2018年7月2日

遗失重庆德高塑胶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1117001649作废
遗失重庆德高塑胶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117001719作废
遗失张志强私章一枚作废

遗失声明
原重庆市璧山县公路路政管理大队工会

法人资格证正.副本(工会主席薛方伟，发证日
期2010年12月)遗失。特此声明。

重庆市璧山区公路路政管理大队工会
2018年7月9日

公 告
“海棠香国历史文化风情城”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海棠香国历史文化风情城”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社区
4、5组 ，由重庆泽京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现重庆
泽京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将海棠香国历史
文化风情城4号地块1、2、3号楼商业外立面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情
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年7月13日至2018年7月19日，公示
地点为“海棠香国历史文化风情城”项目售房部和大足区规划局网
http://ghj.dazu.gov.cn/,请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
后我局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通告

联 系人：吴勇魏鑫 联系电话：43725061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局 2018年7月12日

伍长顺等九户遗失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建500226200800267号），原荣昌县农民（居民）建设
用地批准书0003987申明原件作废。肖家蓉等七户
遗 失 建 设 工 程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地 字 第 建
500226200800268号），原荣昌县农民（居民）建设用
地批准书0003088，声明原件作废 。高在华等八户
遗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重规地证荣园区字
[2011]8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重规建证荣园区
字[2011]81号），原荣昌县农民（居民）建设用地批准
书0006315 声明原件作废。刘阳等七户遗失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重规地证荣园区字[2011]71号），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重规建证荣园区[2011]71号），原荣昌
县农民（居民）建设用地批准书0006312，声明原件作废。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雅瑄草莓种植场遗失2014
年9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240200131608），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00240077296110），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07729611-0）声明作废。

●经营者梁国菊遗失2008年8月7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6600060724声明作废。●经营者梁国菊遗失2015年8月24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500226606146963声明作废。

遗失周毅、重庆文化产业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通知书（开工商）股质登记设字
（2016）第005408号作废
遗失重庆市旭瀚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账号 10053628944001000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原潼南县东风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27833201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
蒲勇军 不慎将2016年9月2日汇入重庆双福农产
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 28-503-08号冻库租金
和保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为 1102255、
1102256，票据金额各为 2533 元。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市南川区社会保险局遗失《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
医 疗 保 险 收 费 专 用 收 据》，收 据 起 止 号 码 ：
000690251- 000690750，002717251- 002717450，
002717601- 002717650，002717701- 002717750，
006247751- 006247800，006248001- 006248050,
006248201-0062482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蘑鼓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506E3Y）股东会研究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大学开具给开县金湖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重庆市综合统一发票顾客联
一张，发票代码：250000900231，发票
号码：05475465，合计人民币：252000
元，特此声明遗失
遗失公告：2017年5月12日，重庆理工
大学开具的票验号及票据号为渝财
00201（2016），No:000077078的《重庆
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
一联收据联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遗失遵义市力明成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北支行大石
坝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66663401， 账 号 ：
020201012001000595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原武隆县德辉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323221633394)经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7月12日
重庆松龙混凝土有限公司2018年
2月8日开具给重庆蓝港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
5000171130、号码：00993455）的
抵扣联及发票联遗失，声明原件作废

声明：江北区鹏豪通讯设备经营部遗失
2017年06月08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05MA5UMJ5G8H，声明作废

郑维燕购买中粮鸿云2栋9-2，于
2018年 5月21日交款2万，收据
号0004851，2018年6月3号交款
8万，收据号0004964，收据遗失，
特此说明。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贤武金银花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065651162J）成员大会
决议，本社拟将解散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请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华阳洁具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15771913312）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注销，按
《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天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896338738联系人
张阳培，重庆市万州区华阳洁具经营部，2018年6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喜客日用品经营部(注册号
500101200285110)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
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
到本企业申请债权。联系电话18166434965联系人谭帮
权，重庆市万州区喜客日用品经营部。2018年7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鑫歆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1MA5UMRF45G）股东决定，本公司拟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之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308263285联系人吴
永红。重庆鑫歆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8年7月11日
声明：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代开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杰庆物资经营部税号
91500107MA5UMG330E）代开给重庆利特聚欣资源循环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发票代码
5000164160发票号码01261451价税合计10629.80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渝宏中药材种植股份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3048552195）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人到
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善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339551434E）股
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华正水文仪器有限公司开
具给和田水文勘测局重庆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5000162350第一联存
根联号码06061670、第二联发票联
号码060385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佳欧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4320394619P）股东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森宝金属加工厂遗失：2015.12.29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671021136Y）声明作废。
●重庆紫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2015年1月30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4007747871）声明作废
●实鑫公司渝DR5780营运证500115038805遗失作废
●遗失夏福琼营业执照正本500224600142490作废
●遗失2018年06月19日发北碚区慕茶朱浚铭饮品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9MA5YYH1X5Y作废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鑫林建筑设备租
赁部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作废
●遗失张金华通用手工发票代码150001120531
号码06710601-06710625作废
●遗失2015.6.1发北碚区同福轮胎经营部营业
执照副本500109600233885作废
●遗失永川区人民大道由甲私厨老火锅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180071084作废
●遗失重庆江鸿恒毅商场管理有限公司机构信
用代码证G10500118046183605作废
●遗失石露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224MA5UUkB60U作废
●遗失2017.8.11发韦良仲执照正副本92500119MA5UR8HE5A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刘波园林景观设计工作室
公章一枚，编号5003824027606作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佳佳健康咨询服务部 遗失2011年10
月19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500901600167694 作废
●重庆三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渝D1529挂营运证500108031903遗失
●遗失2017年7月24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91500107MA5UQA4J3U声明作废
●遗失贺华容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4605501192作废
●遗失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王小川餐饮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25003510014304声明作废
●遗失杨祖会失业证5001030312001554作废
●修正堂药房九龙坡区百杏林药店罗雪连遗失药学执业
药师注册证原件，注册证号：501217070016声明作废

●遗失王沛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06706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
租汽车分公司车牌为渝A02T06的营运
证，证号：50010001258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谐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09
年12月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382000012061声明作废
●重庆公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N2196营运证500108017178遗失
●遗失两江新区焙乐面包坊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5000172320，号码20670447-20670466声明作废

●渝北区凤琴保健用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纳税人识别号：51092119810705579803，声明作废。
●遗失原潼南县瀚成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本，纳税人识别号：500223304973549声明作废
●重庆广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Y5269营运证500110074924遗失作废
●重庆嘉威物流有限公司渝BU2303营运证500110048760遗失
●遗失陈霞身份证510215196410210442作废
●遗失2017-4-27核发重庆秋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559024425U作废
●遗失重庆兴红得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双元大道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43G56B）金税盘一个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煜翊副食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92500116MA5YEHF80H作废
●遗失符仁伦个体营业执照副本500384609739562作废
●遗失声明：凌钰涵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住院医
疗发票号：007820704，金额：3048.53元，特此声明。
●温周华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证，证号：
500381198804147534声明作废
●遗失潼南区乡味情私家菜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代码150001620410号码4294420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航迪贸易有限公司在重庆银行两江新区支行开户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7634004账号510101040010687作废
● 遗失大渡口区荣渝水族器材经营部（税号
510213198004282033）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遗失王光梅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3607898382声明作废
●遗失高怀远税务登记证正本511501195408055337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MA5UE7T2X声明作废
●原潼南县柏梓镇鑫缘江湖菜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代码150001620410发票号码11619100声明作废
●遗失张博文医学出生证明，编号L500150526声明作废
●尹锐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4131005作废
●重庆晟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一分公司遗失开具给重庆市
委宣传部发票一张，金额：900元，编号：27191388声明作废
●遗失刘道远、施明君之子刘川渝在重庆市永川妇产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259229，声明作废
● 遗失2017.3.21核发的重庆真浩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305001004U声明作废
●陈灏明遗失永川区中医院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
收据原件，单据号：S0004325，声明作废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 通讯
员 沈悦 江津区检察院供图）近日，江津
区检察院对一起审查逮捕案件进行公开审
查听证会，邀请了侦查机关民警、犯罪嫌疑
人家属、辩护人以及被害单位代表及代理
人参加，以及民营企业代表、政协委员、人
民监督员等到场参与，针对犯罪嫌疑人陈
某、钟某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是否具有社
会危险性听取各方意见，护航民营企业经
济发展。

今年4月1日凌晨和4月7日凌晨，某
公司生产部课长陈某伙同保安队班长钟
某，在值夜班期间，利用自己上夜班管理
生产线的职务便利，分两次盗窃该公司二
楼产品待验区的一栈板戴尔笔记本电脑

电源适配器和一栈板惠普笔记本电脑电
源适配器，并通过物流销往广东佛山，获
利7.3万元。经鉴定，被盗笔记本电脑电
源适配器价值9.04万元。目前，价值4万
元的一栈板戴尔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已追
回，陈某、钟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公安
机关逮捕。

听证会上，检察机关充分听取案件当
事人和特邀参加人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均
对涉案罪名及证据无异议。犯罪嫌疑人方
表示愿意全部退赔，希望取得被害单位谅
解争取从宽处理，被害单位表示赔偿损失
后愿意谅解，特邀参加人员希望双方达成
赔偿协议，积极挽回企业损失，及时化解社
会矛盾。听证会后，江津区检察院促使犯

罪嫌疑人当场赔偿被害单位部分损失3万
元。结合犯罪嫌疑人具有自首法定从轻、
减轻处罚情节，及初犯、退赔退赃并获得谅

解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江津区检察院对
二人作出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的处理
决定。

江津区检察院进行公开审查听证会
听取多方意见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余珂静）记者昨
天从交巡警总队获悉，为确保渝中区十八
梯电力管网工程的顺利实施，渝中区交巡
警支队将于7月13日0时至5时30分封
闭渝中区解放西路（花街子路口段）双向道
路，进行电力工程吊装作业。施工期间，原

南纪门经解放西路至南区路方向的车辆请
改道：储奇门—凯旋路—磁器街—较场口
—中兴路—南区路方向；原南区路经解放
西路至储奇门方向的车辆请改道：南区路
—中兴路—较场口—凯旋路—储奇门方
向。

解放西路明晨将封闭近6小时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乙竹）随
着各批次院校投档、录取工作的陆续
开展，近期征集志愿成为广大考生和
家长关注的热点。昨天，市教育考试
院就考生关注的征集志愿是否会影响
原来志愿的录取、开始二次征集填报
时还没查到录取信息是否可以填报等
内容进行解读。

征集志愿是相对于常规志愿（重
庆市6月26日-6月28日填报，俗称

“第一次填报”）而言的，即正式开始录
取后，每个批次正常设置志愿（即，平
行志愿一轮投档后；顺序志愿在二或
三志愿投档录取后）投档录取结束后，
仍有部分院校计划尚有缺额，将由重
庆市教育考试院通过重庆市教育考试
院门户网或重庆招考信息网向社会公
布部分院校的招生缺额计划，使得考
生有第二次填报志愿的机会（即俗称

“第二次填报”），考生网上填报征集志
愿，获得当前批次再次录取的可能。

为方便考生掌握自己的情况、明
确是否参加征集志愿的填报，在每一
次征集志愿开始前，考生可在网上查
询自己当前是否处于“预录取”状态，
如果处于“预录取”状态，则无须再参
加征集志愿的填报。“预录取”状态会
在学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后转为“录
取”状态，考生可再次上网查询到自己
的录取轨迹。

◀江津区检
察院对一起
审查逮捕案
件进行公开
审查听证会

征集志愿成考生和家长关注热点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注意这些内容

5956453500.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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