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贵阳晚报 贵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承办单位：贵州普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遵义市第四中学、贵州省毕节梁才学校、六

盘水市第三中学、贵州省兴义一中、关岭自

治县民族高级中学、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支持单位：中教在线

媒体支持：贵阳晚报、贵州经济广播、遵义晚报、遵义

94.1 交通广播、黔志愿高考志愿填报平台

二、时间地点

注：本通知涉及的线路及承办学校，可能存在个别变化调整，确定后组委会

将发高招会邀请函（含回执表）另行通知。另本活动为规划安排，具体实施开展

将结合 2021 年贵州省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时时研判，若活动调整，会及时通知各

单位。

本次高招会分两条线路共 7 场，会务组提供帐篷展位、

桌子两张、椅子两把、门楣一条，高招会期间交通、食宿统

一安排（费用自理）详见（附件一）参展申请回执表。

另，高招会具体会务安排 5 月下旬通知各参展单位。

线路 时间 市（州） 高招会地点

线路一

6月 21 日 09:00-15:00 遵义 遵义市第四中学

6月 22 日 09:00-15:00 毕节 贵州省毕节梁才学校

6月 23 日 09:00-15:00 六盘水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线路二

6月 21 日 09:00-15:00 黔西南州 贵州省兴义一中

6月 22 日 09:00-15:00 关岭 关岭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6月 23 日 09:00-15:00 安顺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贵阳场 6月 24 日 09:00-15:00 贵阳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三、联系方式

请参会单位务必于 6 月 16 日前电话告知并将回执表传

真或扫描件发至会务组。

传真：0851-82276392 QQ 交流群：340233955

邮箱：puxueedu@163.com

会务组老师联系方式及负责区域：

孙老师 13488712375(上海、陕西、河南、河北)

董老师 18611315516(重庆、四川、安徽、黑龙江)

高老师 15129189113(天津、江苏、西藏)

赵老师 15186959934(浙江、广西、辽宁、云南)

欧阳老师 18884955475(北京、湖南、江西、海南、宁夏)

张老师 17710283521(山东、湖北、贵州、吉林)

丁老师 15519013065(广东、甘肃、内蒙古)

赖老师 17729691528(福建、山西、新疆、青海)

◆选择第七届贵州高招会的理由：

★历经六年精心打造--专注贵州高招领域最悠久、专业性最强的盛会之一；

★400 余所中外知名院校云集--展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招生资讯；

★30 余场志愿投档及招生政策专场说明会--聚焦最新招生信息，免费门票派送

直面 10 万多名考生和家长；

★贵州经济广播《高校招生面对面》贵州权威高考解读媒体--全国 200 多家高校

做客直播间；

★贵州广播电视台宽带电视 G+TV，连续 2 年开设电视专题《高校报考直通车》

栏目向全国高校强势推出，切实为高校招生宣传和贵州高考学子做好服务；

★《2021 高校报考指南》特刊，由贵阳晚报黔学堂教育周刊联合贵州普学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推出。截稿时间 2021 年 5 月 14 日，发放时间 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6月 24 日，面向全省高中免费发放。

mailto:puxueedu@163.com


附件一：2021 年贵州省第七届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所在地 省/自治区 市

单位性质 □985 □211 □普通公办本科 □普通民办本科 □公办高职 □民办高职 □留学机构

联系人 手机 职务

邮箱 座机 传真

发票信息
开票名称（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参展人员
姓名 手机 职务

姓名 手机 职务

高等院校高招会巡展报名信息（注:确认参加请于 6月 16 日前发送报名回执表至邮箱:puxueedu@163.com）

线路安排 时间 市州县 高招会地点
用餐

人数

跟车

人数

预定房间数量

日期 单间 标间

线路一

6月 21日 遵义 遵义市第四中学 20 日晚

6月 22 日 毕节 贵州省毕节梁才学校 21 日晚

6月 23 日 六盘水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22 日晚

线路二

6月 21日 黔西南州 贵州省兴义一中 20 日晚

6月 22 日 关岭 关岭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21 日晚

6月 23 日 安顺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22 日晚

贵阳场 6月 24日 贵阳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23 日晚

贵阳晚报

高考特刊

□整版[24.2cm*32.4cm]：36000 元，免收所有线路展位费及贵州经济广播《高校招生面对面》栏目

□半版[24.2cm*16.2cm]：22000 元，免收贵阳场展位费及贵州经济广播《高校招生面对面》栏目

□1/4 通栏[24.2cm*7cm]：12000 元，免收贵阳场展位费 注：高考出成绩当天，面向全省发行

费 用

□线路一:6000 元 □线路二:6000 元 □贵阳场:3500 元 缴费方式：□提前汇款 □现场缴费

本次高招会提供会务服务（会务费:线路一大巴 480 元/人，线路二大巴 280 元/人）

合计金额（小写）¥： 元 ；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

说 明
1.为方便会务组统一安排，做好会务服务工作；本次高招会，只接受线路选择不接受单场次参展。

2.参展人员如需提供会务服务，按会务服务标准收取费用。

留学机构高招会巡展报名信息

贵阳场 □8000 元/展位 缴费方式：□提前汇款 □现场缴费

市州县 展位费：5500 元/展位/场； □遵义 □毕节 □六盘水；□黔西南州 □关岭 □安顺

费 用 合计金额（小写）¥： 元 ；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

会务组收款

银行账户信息

开户名 贵州普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账 号 3705 0078 8018 0000 0124 开户银行行号 3107 0103 7056

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汇金支行（原贵阳银通支行）

参展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时 间：2021 年 月 日

会务组

信 息

联系人:董 鹏 18611315516

高伟哲 15129189113

座 机:0851-82276392（兼传真）

邮 箱:puxueedu@163.com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与金朱东路

交汇处贵阳互联网金融特区大厦 2109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