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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人生大考 练“无声入场”
哪些能带、能用、能入场，大河报全解读
允许考生眼镜上带有金属，监考人员将进行检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核心提示┃再有一周，2018年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今年，全省98.38万名考生将在6月7日、8日走进考场，为自己圆梦。
最令考生和家长关注的仍然是“无声入场”，不少家长疑惑是否要为孩子配备塑料眼镜。那么，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如

何才能做到“无声入场”呢？

6月6日下午，全省考生演练“无声入场”

根据安排，6月6日下午，考
生察看考点、考场，进行身份验
证。在考生熟悉高考考场时，全
省各考点将组织考生进行“无声
入场”金属探测实战演练，确保考
生衣物符合“无声入场”的要求。

据了解，“无声入场”共分6
个步骤：监考员核对准考证、身
份证——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
有无携带违禁物品——合格后
进入身份验证程序——读取指
纹信息进行匹配——验证通过

进入拍照界面——拍照后考生
入场。

所有考点和考场的考生，都
必须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无报
警声响后方可入场。金属探测
器未报警者为合格，然后进入身
份验证程序；金属探测器报警为
不合格，考生自行处理禁带物品
后重新接受全面检查。检查仍
不合格交考点复检组（由考点医
疗组和考点工作人员组成）进行
复检。

通过模拟演练，可备两套相同衣服

“无声入场”对考生提出衣
着要求：禁止穿着任何带有金属
物品的服装（带金属挂钩和钢圈
的女生内衣）、鞋帽（带金属的鞋
带、鞋眼、鞋底、装饰）、腰带、裤
子挂钩、衣扣、配饰（项链、耳坠、
发卡、手镯、戒指）等物品。

模拟演练顺利通过的考生，
所穿衣服、鞋子确定为进场考试
要穿的衣服、鞋子，无特殊情况，
不要再换穿其他衣服、鞋子。

各考点学校在适宜位置都

分设男、女更衣间（或帐篷或更
衣围挡），并配备20套备用服装
（大号汗衫、运动裤和拖鞋）。
备用服装仅供多次检查未通
过，经考点复检组进行复检仍
未通过，经主考批准的考生临
时急用。

值得提醒考生注意的是，在
顺利通过模拟演练后，家长可为
考生准备两套材质相同的服饰，
以便应对考试期间出现的意外
情况。

1．考生因身体原因，需
带特殊物品进考场怎么办？

考生因身体原因需要
带入特殊物品（如助听器、
胰岛素注射泵、体内植入的
金属材料、心脏起搏器、轮
椅、拐杖等）时，须向监考人
员提交医疗机构（负责考生
本人高考体检）出具的相关
证明材料，以及所在考区招
生部门出具的审核材料。
考生应不迟于考试前一周
办理所需手续，在入场检查
出示以上证明材料。

2．考生身体内安装有
植入金属物，金属探测器发
出警报怎么办？

考场监考人员将核对
医疗证明上标注的部位与
考生身体报警部位是否一
致，非对应部位按规定程序进
行检查，合格后进入身份验证
程序，不合格者进行复检。

遇复杂问题一时无法
查清，考生可先进场考试，
待该场考试结束后，由考点
公安人员帮监考人员进行甄
别，直至查清。其他特殊情况
由主考根据情况妥善处理。

3．考生戴的眼镜上有
金属，能否参加高考？

高考时允许考生眼镜
上带有金属，但监考人员会
查看眼镜是否超宽、超厚、
偏重，是否有针孔、开关等。

4．哪些东西禁止携带？
高考当天入场时，只需

要穿戴符合要求的衣饰，其
他任何物品都不携带进考
场，最为妥当。

以下物品高考严禁携
带：移动电话、手机，移动电
脑，对讲机，有线、无线耳机，
其他信号接收和传送设备，
录音笔、MP3、MP4等移动播
放器，U盘，存储卡，手表等任
何可移动、佩戴的电子设备；

铅笔、钢笔、签字笔、尺
子、圆规、涂改液等任何书
写、涂改和作图文具（考试
答题需要的文具和演草纸，
由考场统一配发）；

钥匙、硬币、磁卡（餐
卡、房卡、公交卡、银行卡
等）等铁磁性物品；

各种自带的食品和饮
品，水杯以及其他物品全部
禁止入场。

这些新增专业都是“爆款”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工科专业最值得期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核心提示┃5月31日，河南省招办召开新闻通气会，今年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总人数98.38万人，较去年增加
11.8万人。

想要在众多考生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星光大道？不仅要考
得好，专业也要选好。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2017年度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我国高校共
新增本科专业2311个，其中，我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69个。

新增专业中，哪些专业值得考生和家长留意呢？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带给您权威解读。

2017年教育部审批设置了
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医学工程、
智能建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
新工科专业。

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
合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
指南》显示，到2020年，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高档数控
机床和机器人、新材料将成为人
才缺口最大的几个专业。

据统计，现在仅大数据、人
工智能、云计算这些学科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
口就有150万，到2050年，人才
缺口会达到950万人。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据了解，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作为一门交叉型学科，相关
课程涉及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等
学科知识，提醒报考考生，有一
定的数理基础并对数学感兴趣，
这个专业就非常适合。

2017年，黄河科技学院作

为我省首家，开设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并招生。

2018年，我国新开设“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高校数
量达250所。其中，河南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轻工业
学院、郑州科技学院、郑州财经
学院、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河南工程学院等
21所本科院校新增该专业。

●机器人工程
据统计，预计到2020年，中

国人工智能（AI）产业规模将超
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
模超过1万亿元。相关产业快
速增长和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
人才需求。所以，这一专业就业
前景看好。

2017年，我国新增“机器人
工程”专业的学校有近60所，其
中，我省周口师范学院、新乡学
院、洛阳理工学院、商丘工学院、
河南工学院5所高校开设该专业。

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加快网络空间安全高层次
人才培养，2017年度高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中，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
级学科。

据了解，网络安全的人
才多种多样，包括战略人
才、技术和理论研发人才、
运维人才、防御人才等；而

与该专业相近的信息安全
专业的培养内容，则更强
调信息本身及其环境的安
全。

今年，共有18所高校
本科开设“网络空间安全”
专业，16所高校新增了“信
息安全”专业。其中，我省
河南大学、中原工学院开设
信息安全专业。

据了解，随着我国“二孩”
政策的实施，各大医院产科分
娩量呈现“井喷”趋势，临床急
需本科层次助产人才。

2017年，有20多所高
校新增此专业。其中，我省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商丘
工学院开设该专业。

近两年，新媒体上市公
司是传统媒体的2～3倍。
数据显示，新媒体传播人才
是信息时代下各级媒体及
其它行业的紧缺人才，市场
缺口很大。

2017年，共有37家高
校新增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其中，我省河南大学、黄淮
学院、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
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
院等4所高校开设该专业。

新工科专业

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专业

助产学专业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2018年大学生
公益创业大讲堂
走进河南

5月24日，2018年大学生公益
创业大讲堂走进郑州大学，来自全
国的创业指导专家、公益创业青年
代表为河南大学生分享创业历程、
创业经验和创业建议。

据 悉 ，此 次 大 讲 堂 活 动 是
“2018年大学生公益创业行动”的
一部分，由 KAB 全国推广办公室
等机构共同主办，通过知名专家、
公益创业青年走进高校与大学生
交流对话，促进青年大学生参与公
益创业活动。郑州大学是今年继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之后走进
的第三所高校。

按照计划，今年公益创业行动
还将面向全国各高校大学生以及
毕业五年内的社会青年公开征集
公益创业项目，入选的优秀项目将
获得5000元现金奖励。

KAB，是国际劳工组织为培养
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而
专门开发的教育项目。在我国，该
项目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
国学联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自
2005 年 8 月起在全国高校中推
广。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
雪婧

毕业季
这所高校为学生
送上一把“戒尺”

毕业季来临，带着对母校的眷
恋和期盼，毕业生们走出象牙塔。
5月31日，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为2018届全体毕业生准备了一份
特殊的礼物——一把戒尺。

记者看到，这是一枚以直尺为
雏形的金属书签，寓意“尺度与分
寸”。上方为学校校徽和海棠花镂
空镌刻，正面是学校送给全体毕业
生的廉洁寄语“心中有信仰、举手
有分寸、举足有尺度”，反面则是学
校毕业赠言。希冀全体毕业生在
步入社会后不忘初心，牢记“干净
办事、公道做人”是立身之本、事业
之基、幸福之源。把自身廉洁作为
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精神境界
来追求，努力做一名廉洁的人、正
直的人、有道德的人，用艰苦奋斗
的创业精神和迎难而上的拼搏精
神，成就自己的青春梦想。

毕业生赵同学说：“我感觉我
特别幸运，在毕业的时候，收到母
校赠予的这份特殊礼物，真是特别
激动。这既是枚书签，更是一把

‘戒尺’，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感到
母校的谆谆教导和这满满的正能
量，这将永远鞭策着我风清气正，
敬业履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樊雪婧 通讯员 史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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