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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文件怀 化 市 教 育 局

怀 化 市 公 安 局
怀民宗通〔2021〕10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2022年怀化市普通高校招生
享受民族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民宗局、教育局、公安局：

根据省民宗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的有关通知精神，

为进一步做好新高考背景下的怀化市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

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工作（以下简称为“资格审核工作”），

实现高效便民、惠及考生目的。2021年 11月 4 日市民宗局、

市教育局、市公安局联合召开资格审核工作联席会议，对全

市资格审核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

下：

1.审核政策纪律不变。2022年资格审核工作继续严格按



- 2 -

照湘民宗通【2018】13号和怀民宗发【2019】1 号文件开展

审核工作，坚持按照“谁主管、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各

部门对出具的审核意见和结论各负其责，建立和落实责任倒

追机制。

2.统一审核启止时间。全市启动资格审核工作时间为

2022年 2月 8日至 3月 20日，逾期不送审，视为放弃个人加

分资格。市民宗、教育、公安三部门分别组织本系统资格审

核工作业务培训班，对从事审核工作人员进行专题业务培训，

提高审核工作水平。请各县（市、区）民宗部门按照通知要

求，迅速牵头组织召开本县（市、区）资格审核工作联席会，

制定本县（市、区）的资格审核工作方案，做到早准备、早

部署、早启动，确保 2月 8日全市按时开展资格审核工作，

切实为全市考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3.资格审核工作地点。市民宗局审核组人员在市民服务中

心 C栋 2楼东头大厅 55号、56号、57号、58号窗口集中办

公，市公安局审核组人员在 C栋 5楼集中办公。各县（市、

区）要统一制定服务便民条，便于异地就学考生和家长及时

找到办公地点和人员。

4.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按照市、县（市区）防疫指挥

部要求，抓好审核工作人员和办公场所关于新型冠状肺炎疫

情的防控工作，加强工作人员的防护。

5.耐心做好考生服务。一是县级民宗部门将审核服务前移

到学校，根据省市下发的数据包分类情况，做好考生填表送





- 4 -

此页无正文

主题词：普通高校招生 民族优惠政策 资格审核 通知

主送机关：各县（市区）民宗局 教育局 公安局

怀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7日印发

共印 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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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怀化市（各县市区）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

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工作流程和须知
审核时间：2022 年 2 月 8日至 3月 20 日

第一步：填写表格

考生本人到所在高考报名点打印《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

族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表》一式两份。审核表必须是网上下载且

附有考生扫描相片的表格。

说明：1、表格上父母双方的信息必须填写完整且考生与家长必须

在承诺栏签字；

2、审核的附件材料须按要求规范复印一式两份（详见复印件模版）

第五步：到市民宗局办理
地点：怀化市市民服务中心 C栋 2楼 55-58 号窗口（二楼东大厅）

联系电话：15526116777

这一步是最后终审，请办理完此流程后，及时将审核表原件(1

份)交到学校或报名点。

第三步：县级民族工作部门办理
没有民族成份变更、户口补录、迁移等情况的考生进行县级终

审；有以上情况的考生报送市公安局和市民宗局进行审核。

第二步：派出所或县公安部门办理

无户口信息变动的考生，只需到县公安局办理，无需到派出所

办理；有民族成份变更、户口补录、2005 年 1 月 1 日以后迁入民族

地区的考生，先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审核、签名和盖章，再到县公

安局审核。同时对迁入并享受本地政策的考生需到县教育局审核三

年高中学籍并出具相关佐证材料（详见审核注意事项）。

第四步：到市公安部门办理
地点：怀化市市民服务中心 C栋 5楼户政大队办公室（0745-2738351）

没有民族成份变更、户口补录、迁移等情况的考生不需办理此

流程，直接进入下一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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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材料复印件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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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迁移考生审核注意事项

2005 年 1 月 1 日后迁入民族县并享受本地政策优惠资格

的考生，需审核户籍是否满三年，是否有实际就读三年高中

学籍，并到教育部门审核学籍。还必须提供以下佐证材料：

①父母（或一方）属购房迁移的考生：出示县级房产部

门提供的房屋产权证明及房屋产权证。

②父母（或一方）属投资兴业人员的考生：出示县级工

商和税务部门提供的证明（或税务登记证），同时提供工商

营业执照和上一年纳税证明材料。

③父母（或一方）因工作需要调入本地工作的考生：出

示由县级主管部门提供的工作调动手续和有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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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条

市公安部门办理

地点：怀化市市民服务中心 C 栋 5楼户政大队办公室

电话：0745-2738351

没有民族成份变更、户口补录、迁移等情况的考生不需办理此流

程，直接进入下一步，到市民宗局办理。

市民宗局办理

地点：怀化市市民服务中心 C 栋 2楼 55-58 号窗口（二楼东大厅）

联系电话：15526116777

这一步是最后终审，请办理完此流程后，及时将审核表原件（1

份）交到学校或报名点。

便民条

市公安部门办理

地点：怀化市市民服务中心 C 栋 5楼户政大队办公室

电话：0745-2738351

没有民族成份变更、户口补录、迁移等情况的考生不需办理此流

程，直接进入下一步，到市民宗局办理。

市民宗局办理

地点：怀化市市民服务中心 C 栋 2楼 55-58 号窗口（二楼东大厅）

联系电话：15526116777

这一步是最后终审，请办理完此流程后，及时将审核表原件（1

份）交到学校或报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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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怀化市各县市区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联系方式

县市区

县级公安部门 县级民族管理部门 市级公安部门 市民宗局

审核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道
通道转兵中路
（人口与出入境

大厅）
韦祎 0745-8657224 通道县委统战部 203 室 杨玉玮 0745-8620529

怀化市市民服
务中心 C 栋 5
楼户政大队办

公室

夏翠
0745-

2738351

怀化市市民
服务中心 C栋
2楼 55-58 号
窗口（二楼东

大厅）
唐永松 1552611

6777

新晃
行政中心 4 号楼
一楼 B 区（人口与
出入境接待大厅）

罗冰 0745-6222054
行政中心 1 号楼 B 座（县

委统战部 216 室）
蒋青霖 0745-6279566

靖州
靖州县政府服务

中心 1楼
蒋波 0745-8259139 靖州县政府服务中心 2楼 梁晓敏 13874489399

芷江
芷江公安局人口
与出入境接待大
厅（明山南路）

王春莲 0745-6836124
县交警队后面原民宗局四

楼民族股办公室
吴希元 13469343248

麻阳
政务中心 B 栋一
楼 10 号窗口

谭祖胜 0745-5883355 政务中心 B 栋二楼 209 室 李丽 15869920688

会同
政务中心二楼 27

号窗口
王斌 0745-8851369 政务中心二楼 30 号窗口 谢小庆 0745-8822594

沅陵

沅陵县政务中
心 2 楼大厅（县城
黔中大道与思源
路交汇处思源学

校北门）

张丽萍
0745-4230381

4230382

沅陵县委大院县委楼 4楼
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

404 室
邬雨轩 0745-426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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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怀化市各县市区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联系方式

县市区

县级公安部门 县级民族管理部门 市级公安部门 市民宗局

审核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怀化市市民服
务中心 C 栋 5
楼户政大队办

公室

夏翠 0745-
2738351

怀化市市民
服务中心 C栋
2楼 55-58 号
窗口（二楼东

大厅）

唐永松 1552611
6777

辰溪
县公安局办证大

厅 5 号窗口
刘晓娴 0745-5235798

县广播电视大楼 4 楼 417
办公室

蒲怀义 13787556839

洪江市
政务中心一楼右
侧（公安办证大
厅）29、30 窗口

孙 萍 0745-7316587
政务中心 3 楼（民族宗教

综合室 133 窗口）
夏海平 0745-7732559

中方
中方县政务服务
中心一楼（人口与
出入境接待大厅）

刘丽媛 0745-2812035 县政协楼 313 室 李春华 15211512808

溆浦
溆浦县政府服务

中心 1楼
刘琼 0745-3324179

溆浦县政府大院档案馆二
楼

黄向勇 0745-3328181

鹤城

怀化市鹤城区政
通路 1 号(市政协
大楼 1层公安鹤
城分局人口与出
入境接待大厅）

刘亚 0745-2205836
鹤城区金海路 148 号鹤城
区行政大楼三楼 320 室

丁荣 0745-2234517

洪江区
洪江区川山政府

服务中心
任文 0745-7627841

洪江区政府大院工委楼五
楼统战部

刘晓东 0745-7623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