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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领录取通知书 准备报到材料

成招录取之后关注两件事
本报记者 徐 晗

今年成招录取已经落
下帷幕遥 已被录取的考生
要关注录取通知书收领尧准
备报到等相关事项遥

保持通信畅通袁及
时收领录取通知书
何时能收到录取通知
书是被录取考生十分关心
的问题遥 北京教育考试院
成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袁成
招录取通知书由院校单独
寄送袁 没有统一的发放时
间遥考生可向录取自己的院
校咨询遥
记者从一些成人院校
了解到袁一般来说袁录取结
束后袁要经过核对尧盖章等
多个环节才能完成录取通
知书的制作遥 按照往年惯
例袁多数院校会在本月底或
下月初完成录取通知书的
发放遥
院校一般采取邮寄或
快递的方式发放录取通知

书袁寄送地址为考生网上报
名时所留地址遥考生如果在
网上查询到自己已被录取袁
因搬家或工作变动等情况
变更地址袁要及时与学校联
系袁确认新的邮寄地址遥 以
往就有考生因搬家没收到
录取通知书袁也未与学校联
系袁最终无法入学袁只得来
年再次参加考试遥 因此袁考
生在录取期间要保持通信
畅通遥
录取通知书是考生被
录取的证明袁也是将来到校
报到的证明袁考生要妥善保
管遥如果在学校录取通知书
发出一周后袁 考生仍未收
到袁要与学校联系袁确认邮
寄地址是否准确遥录取通知
书内有考生具体的报到时
间袁并详细说明了报到时要
携带的物品尧证明等袁考生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对
照准备遥
为防不法分子利用成

考录取进行诈骗袁考生收到
录取通知书后袁要仔细核对
录取通知书与自己在北京
教育考试院网站查到的录
取信息是否一致遥在普通高
考中袁经常有考生收到未报
考院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袁
而这往往是一些非正规办
学机构招揽生源的手段遥成
考生也要警惕这种情况袁以
防上当受骗遥

仔细阅读报到须
知袁备齐各项材料
在寄发录取通知书的
同时袁院校一般会随寄叶入
学须知曳尧叶新生须知曳 等材
料遥有些院校会在发放录取
通知书前就在学校网站公
布报到注意事项袁说明报到
的时间尧地点尧流程尧学费缴
纳方式等信息遥这些材料是
新生报到和日后学习的指
南遥新生要在报到前熟悉其
中内容袁按要求做好报到准

备遥
新生报到时袁学校一般
要求携带录取通知书尧身份
证尧照片等材料遥 专升本考
生要携带专科毕业证书原
件尧 复印件等学历证明材
料遥由于新生报到的时间一
般比较集中袁新生要按要求
准备好各项证件袁以免影响
相关手续的办理遥材料手续
不全者袁 会被取消录取资
格遥
目前院校学费一般是
由新生预存到指定的银行
卡遥新生要提前根据要求到
银行开户尧预存学费遥 部分
院校还会为新生开设结算
账户渊一卡一折冤遥这些多随
录取通知书及 叶新生须知曳
等材料一并寄出遥
此外袁 一些学校规定袁
如新生不能按时报到袁要及
时与学校联系遥如果新生逾
期未报到袁将被视为自动放
弃入学机会遥

被录取考生需参加学校复审
本报讯 渊记者 徐 晗冤
成人院校已陆续开始发放
录取通知书遥北京教育考试
院成招办相关负责人提醒袁
报到期间袁院校会对新生入
学资格进行复审袁考生要带
齐院校规定的各类证件遥如
果复审不合格袁会被取消录
取资格遥
相关成人院校负责人
提醒袁报到时袁院校一般会
要求新生携带身份证原件尧
复印件遥专升本层次考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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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携带专科毕业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袁此类证件不齐将
无法通过入学复审遥 以往袁
没有专科毕业证原件袁是专
升本考生无法通过复审的
主要原因遥
以下几类证书在专升
本复审时将无法通过院民办
非学历培训机构颁发的写
实性学业证明曰各级党校颁
发的毕业证书曰社会人员取
得的军队院校毕业证书渊无
军人证尧 士兵证尧 复员证

者冤曰 高等院校所属的二级
学院所发证书曰研究生课程
班 毕 渊 结 冤 业 证 书 曰1993
年要2001 年非教育部 渊国
家教委冤统一印制的成人高
等教育毕业证书或没有验
印 章 的 证 书 曰1994 年要
2000 年非教育部 渊国家教
委冤统一印制的普通高等教
育毕业证书袁 其中 2000 年
北京尧天津尧辽宁尧湖北尧重
庆等 5 省市试点由普通高
等学校自行颁发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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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外曰省内承认但没有经
过教育部电子注册的证书遥
除此之外袁也有部分考
生出现专科毕业证丢失等
情况遥此类考生要尽早找原
毕业院校开具相关证明遥
北京教育考试院成招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袁参加报
到尧复审是新生入学的必要
环节袁有的学校规定考生如
不能按时报到袁要及时与学
校联系曰 如果逾期未报到袁
视为自动放弃入学机会遥

成招录取日前全部结束遥接下来袁考生查询到自己的录
取结果后袁要保持通信畅通袁及时接收录取通知书袁按报到
要求备好相关材料袁按时到校报到遥图为成人院校工作人员
在进行最后批次的录取遥
向左霞 摄

录取已结束 补录不可信
本报讯 渊记者 徐 晗冤
今年成招录取已经结束遥 北
京教育考试 院 成招 办 相关
负责人提醒袁成招录取结束
后袁就不再补录遥 参加北京
成考的考生 勿 轻信 所 谓的
补录信息遥 录取通知书将由
学校陆续发放遥
近年来袁除每批次调剂
录取外袁北京招考在录取结
束后就不会 有 任何 形 式的
补录遥 网上一些所谓的补录
是培训机构的广告袁甚至是
不法分子的诈骗信息袁考生
不要相信遥
近期袁考生许先生接到
培训机构的微信通知袁对方
宣称依然有 被 多所 部 属院
校成人教育补录的机会袁却
对教育形式含糊其辞袁只是
充斥着野短期拿本科冶等诱
人字眼遥 记者调查后发现袁
这家培训机 构 所宣 传 的业
务袁实际上就是网络教育的
代报名袁但网络教育与许先
生想参加的 成 人高 考 并非
是同一种学历教育形式遥
非 成招 正 常 录 取 时 段
内的野录取冶袁除了是不法分
子的违规招生外袁还可能是
培训机构的招生宣传手段遥
比如袁确实有一些高校网络
教育学院将 入 学免 试 条件

和成考成绩挂钩遥 但考生要
注意的是袁 网络教育这种成
人高等教育学习形式虽然也
是国家正式承认学历袁 但和
成人高考在招生尧录取尧教学
上有明显区别遥 多数网络教
育 学 院的 招 生行 为 都 很 规
范袁 但不乏个别机构在招生
宣传中打擦边球遥 考生在接
到学校的录取邀请后袁 可详
细了解是否是网络教育等形
式后再做选择遥
考试院成招办相关负责
人提醒袁 成人高考录取结束
后袁落榜生如果接到类似野补
录冶 的入学通知袁 要慎重对
待遥
相关成人院校继教院工
作人员介绍袁 学校招生时严
格按成招规定和程序进行遥
录取结束后袁 学校就不会单
独以任何名义和形式进行补
录遥 个别不法分子利用考生
想上学尧 对国家成招政策不
了解的情况袁打着野补录冶或
其他幌子袁 谎称能让考生读
成人教育遥考生要提高警惕袁
判断这些信息时要核实办学
机构的真实身份袁 查看其是
否正规袁 并了解其是否是成
人学历教育尧 拟学专业的内
容尧 能否颁发国家承认的毕
业证书等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