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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辽宁省考报名缴费的第三天，科信
教育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日17时，辽宁
地区报名并缴费的人数目前已超过17000人，有
2033 个岗位尚无人报考，约占到总岗位的
36.7%，其中报名人数超过50:1的岗位有19个。

19个职位的报考比例超50:1

截止到9月8日17点，辽宁省考报名人数超
17000人，目前报名人数岗位中，政府系统报名
人数已经超 14000 人，检察院系统报名人数超
679 人，法院系统报名人数已经超 670 人，监狱
戒毒系统报名人数超过1433人。

共有19个职位的报考比例超过50:1，由于
本次政府系统考录岗位数4420个，占总岗位数
（5535个）比重接近80%，所以该系统缴费人数

最多，超过 50:1 的 19 个职位中，18 个职位属于
政府系统，另外1个属于监狱系统。

省直政府系统报考前5岗位分别是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缴费人数达 37 人；辽宁省审计
厅，缴费27人；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缴费19人；省总工会缴费14人；住建厅城市管
理监督局缴费14人。

19个热门岗位沈阳占9个

截止到昨天，沈阳依旧是考生扎堆的热门
地区，19个报考比例超过50：1的岗位中，沈阳
占9个，大连占3个，丹东占2个，锦州占1个，阜
新占2个，铁岭占2个。

报考热门岗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有12个
职位，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7 个职位。其中三不

限的岗位有7个。
专家分析由于本次招考偏重本科及以上学

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职位仅有66个，约占总岗
位数的 1.2%，截止到 9 月 8 日 17 点报考人数超
过 50:1 的 19 个职位中，7 个职位学历条件为大
专及以上，所以大专学历的职位报考竞争较为
激烈。建议在报考过程中，应该选择与自身条
件最符合的职位，尽量避免报考人数多的岗位，
降低竞争的压力。

2033个岗位无人缴费

截至 9 月 8 日下午 17 时，2019 辽宁省考一
共有2033个岗位无人缴费。其中监狱、戒毒系
统占79个岗位，法院系统占187个岗位，政府系
统占1617岗位，检察院系统占151个岗位，省

直参公系统占2个岗位。
沈阳市无人缴费的部门有和平区纪律检查

委员会、沈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苏家屯区纪律
检查委员会。不过大量无人缴费的岗位还是集
中在乡政府、镇政府。

目前，省考报名进入倒计时，仅剩今明两
天报名时间，届时将不再接受考生报名，未报
名的考生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科信公考研
究院院长王伟建议尚未报名的考生，若没有挑
选出适合自己的岗位，可以参考这些数据，理
性的选择报考，规避竞争的风险，慎重的对待
报名，切勿乱了阵脚，因为岗位的选择关乎到
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前期把重心放在选择岗
位上，要比考上之后因不符合自己的预期而离
职要好得多。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胡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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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晚报
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发
起的关爱留守
儿童大型公益
行动正在有条
不 紊 地 进 行
中，留守儿童

的故事也感动着很多人，很多读者为这些孩子的
坚强点赞。读者王女士给本报打来电话，“我看着
那些孩子那么小就承担着家庭重担，远离父母，我
们想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看。”

中秋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一些留守儿童常
年缺少父母的关爱，哪怕我们陪伴的时间是短
暂的，可真诚的关心也许能带给他们片刻的温
暖。近日，我们也会将这份温暖带到孩子们身
边。

留守儿童胡尭在奶奶心里是个特别懂事的
孩子，学习好，会照顾人，特别要强，“只要她想
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学习上落后一点她都会拼
命赶上。”

胡尭就读于法库县十间房镇中心小学，从
小就是爷爷奶奶带大，奶奶也把她当成了生命
里的唯一，她也特别争气，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
直名列前茅，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和奶奶说过，

“您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自己省吃俭用，把好
东西都留给我，我心里都记得，长大了挣钱把喜
欢吃的东西都给你买回来。”

胡尭也一直在努力这么做，今年奶奶腿摔
骨折了，连最基本的生活起居都难以维持，更别
提照顾胡尭，她对奶奶说，“奶奶我来照顾你吧，
以后我就是你的拐杖。”

从此，天还没亮，胡尭就早早地起来帮爷爷
一起做饭。天生好强的胡尭，为了让奶奶吃好，

病好得快点，她利用课余时间在网上学做菜，如
今，简单的几个家常菜对她来说已经轻车熟路，

“营养好，奶奶才能好得快。”
在她的照顾下，奶奶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现

在已经拄着拐杖能下地走动了，“要不是小尭精
心照顾，我不可能好得这么快，这孩子有心事也
不愿意说，她怕我上火，每天变着法地给我讲外
面的新鲜事，有些事我知道都是她在网上查的。”

在老师心目中，胡尭不但成绩好，还是个热
心肠，同学们有不会做的题，她放学不回家也要
帮同学把题做会才离开，有时回家时天都已经
黑了，回家还要帮奶奶干家务，她说，“同学们知
道我和爷爷奶奶生活，经常也会从家里给我带
一些好吃的，我只能在学习方面回报他们，让大
家共同进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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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我来照顾你，我就是你的拐杖”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朱柏玲报
道“上车饺子下车面”，东北大学用近一万碗热气
腾腾的免费“迎新面”，希望给报到的新生一种家
的感觉。

9 月 7 日，来自祖国各地的 5041 名本科生、
4560名硕士研究生和699名博士研究生走进东北
大学，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昨日中午，在学校食堂，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
条摆放整齐，等待着报到新生前来领取。为了让
新生感受到学校带给大家的家的感觉，东北大学
准备了近一万碗“迎新面”，供新生免费领取。

“在北方传统习俗中，有‘上车饺子下车面’一
说。这次的‘迎新面’就是想让新生在来校报到时
感受到家的温暖。”东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根根面条就像学校对每一名新生的丝丝牵挂，寓
意学校最长久的情谊。2019级新生与东北大学的
缘分就从这碗“迎新面”开始了。

“面条有价，情谊无价；吃在嘴里，暖在心里。
东大不仅有美味、书香味，还有人情味。”信息学院
新生卢韬说。

除了学校，各学院为了迎新也使出浑身解
数。文法学院为新生和家长们赠送了“阳光小鲜

果”，营造温暖的迎新氛围；工商管理学院的“用青
春向祖国报到”三行情书展板上，贴满了新生们对
祖国、对未来的表白；软件学院为新生提供VR眼
镜，现场感受虚拟现实体验；计算机学院为新生发
放营养早餐等。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新现场首次在南湖和
浑南两校区设置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将新生报到的
实时数据反馈到学校电子屏幕上。大数据可视化平
台不仅为校园管理提供实时准确数据，还提供了诸
多有趣的数据分析结果，比如和你同一天生日的人、
唯一姓氏的人、属相生肖人数占比等。

近期，辽宁很多人都收到了这样的短信：“您
有2837元社保金尚未领取请登录……办理领取，
到期按弃保处理。”

不少市民就此向省社会保障事业服务中心进
行了咨询。省社会保障事业服务中心立即启动应
急处理程序对信息进行核实，并发布了公告：《关
于领取社保金短信为诈骗信息的公告》。

昨日，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中心介绍，除
了“短信通知领取社保金”外，近期关于社保金的
诈骗还有四种套路。

套路1：发放“社保补贴”

不法分子经常以领取社保补贴为名，发送诈
骗短信。诱惑受害人点击短信中的链接，或拨打
所谓“社保机构”的电话。

一旦受害人与之联系，骗子就会通过各种借
口诱骗受害人，提供身份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等个
人信息，继而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不要随便点击不明链接或拨打短
信中的电话！凡收到这类“好消息”，可随时拨打

服务热线12333核实，或者也可以就近去社保服务
中心现场问清楚！

套路2：社保账户被“冻结”

不法分子以社保卡欠费被冻结为名，给受害
人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利用受害人急于“解封”社
保卡的焦急心情，要求受害人提供个人信息等相
关内容，并引诱参保人员利用自动取款机，进行转
账汇款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其实，社保机构不会电话要求你提
供个人信息，也不能以转帐到某个特别账户的方
式，让“冻结”的社保账户解冻。续缴保费只能通
过官方窗口，或将保费存到参保人自己的银行账
户上，然后委托银行自动代扣代缴。

套路3：优惠参保诱饵

目前，除了工作单位帮助缴纳社保的参保人
员外，还有很多人是个人参保，即所有的社保费用
都需由个人承担。这些人大都是无业人员，每个

月缴纳的社保费用无疑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不法分子通过冒充社保机构工作人员，利用

电话等渠道，打着“优惠参保”的幌子，诱骗参保人
办理“优惠参保”，并声称需要到银行办理转账方
能生效，实际却以此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办理社保卡需要本人携带相关材
料，前往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保部门不会通过电
话的方式，进行社保卡的办理！

套路4：伪造虚假文件

不法分子还经常假借社保经办机构的名义，
伪造虚假文件向参保单位及个人发放，以社保基
金账户变更为名，要求参保单位和个人预交社保
费，实际上却直接将资金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

警方提醒：有关社保的新政策会由当地政府
统一对外发布，收到类似要求转账的文件或通知，
应拨打服务热线12333核实，或就近向社保经办机
构咨询，核对真假！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洋

辽宁社保短信通知领社保金？假的！

东北大学一万碗“迎新面”迎新生

胡尭(右）正在帮同学补习功课。 校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