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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排查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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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咋佩戴？

考试当天发热能参加考试吗？

考场能开空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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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咋安排？口罩怎么戴？空调能用吗？考试当天有发

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怎么办?这些高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

的问题有了答案。6月 23日，省教育厅、省卫健委联合

印发《河南省 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组考防疫

工作指南》，就做好我省高考组考防疫

工作、实现“健康高考”进行具

体部署。

为了保障广大考生身体健康，我省对考生进行分类健
康管理。高三学生集中管理的就读学校，考前第 14天开
始每日“晨午晚检”、报备行踪，学校统一送考；未集中管理
的就读学校，对考生进行健康监测、行踪报备，考前2天学
生离校居家休息备考；未开学返校的对口、专升本考生，须
提前7天返校，由就读学校负责，设置专门观察隔离区，单
独封闭管理；未在校就读的社会考生和往届生，由报名点
负责做好健康监测、行踪排查。

根据安排，考前第14天也就是6月23日起考生健康排
查全面启动。7月 6日前，考生均须每天完成信息上报工
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瞒报、漏报、缓报，更不准不报。

考前第14天和考前第3天，各地招生考试机构会同卫
生健康部门对所有考生进行健康状态数据筛查。

对于考生考前14天内有境外或中高风险地区活动轨
迹的，以及健康监测发现考生考前14天内有发热、咳嗽等
呼吸道症状的，由考生就读学校、报名点通知考生于考前7
日内做核酸检测，凭核酸检测报告领取准考证，凭核酸检
测报告（阴性）才能与健康考生同考场考试。

如考生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
者、密切接触者，须经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
等逐一进行专业评估，并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
构根据相关人员的身体状况和传播风险，综合研判是否可
以在隔离或救治场所安排其参加考试。

已治愈未超过 14天的病例、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
热患者，须经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进行
专业评估，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依据评估建议，综
合研判其是否可以正常参加考试。

考生在赴考途中须全程佩戴口罩。
低风险地区的考生进入考场前摘掉口罩
放置在考生物品存放处，入场就座后可自
主决定是否佩戴口罩，如有佩戴需要，可

向监考员申领考场使用口罩，考试结束后
口罩不得带出考场，考生自备口罩不得带
入考场。中高风险地区、备用隔离考场的
考生要全程佩戴口罩。

全省各地按照就近就地原则，科学安
排标准化考点，最大限度减少考生流动范
围。就读学校是高考标准化考点的，原则
上安排本校考生就地考试；就读学校不是
高考标准化考点的，就近安排考点。原则
上每 30个普通考场设 1个备用隔离考场
（每考点不得少于2个），隔离考场考生进
入考点后全程不得与其他考生接触。

所有考生、考试工作人员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点。考生第一次测量
体温不合格的，在体温异常者复检室适当
休息后使用水银体温计进行复测，如仍然
异常，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考试当天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者，安排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每个隔离
考场原则上不超过4名考生。

普通考场可以使用分体空调或中央
空调，备用隔离考场使用分体空调。

普通考场如使用分体空调，使用过程
中门窗不完全闭合，每场考试结束后通风
换气 20—30分钟；如使用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要保证通风系统正常，供风安全，以
最大新风量运行，所有排风直接排到
室外。使用分体空调的备用隔离考
场保持考场开门开窗通风。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6 月 23 日上
午，在郑州市郑东新区民生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12岁的女孩甜甜（化名）顺利
接种了我省首针国产宫颈癌疫苗，标志
着备受关注的国产宫颈癌疫苗在河南
正式“开打”。

此次上市的国产宫颈癌疫苗是二
价疫苗，主要预防HPV16和HPV18这
两种高危型病毒引发的感染，推荐接种
人群为9至 45岁的女性。其中，9至 14
岁的女性只需接种两针，15至 45岁的
女性需要接种三针。

甜甜的父亲刘先生告诉记者，因为
家里有亲戚患宫颈癌，他和妻子格外关
注宫颈癌疫苗的接种问题，“同样是二
价宫颈癌疫苗，进口的一针 600多元，
国产的一针 351元，比进口的便宜了近
一半”。

宫颈癌是我国女性第二大高发恶
性肿瘤，仅次于乳腺癌，且近年来发病
率和死亡率呈现年轻化趋势。“80%以
上的宫颈癌的发生与 HPV（人乳头瘤
病毒）持续感染有关，此前上市的主要

有二价、四价及九价宫颈癌疫苗，可预
防大多数的 HPV 病毒感染，阻断由此
引发的宫颈病变。”河南省肿瘤医院妇
科主任医师白惠娟说，此前上市的疫苗
均为进口疫苗，价格较为昂贵，且九价
疫苗出现过缺货情况，有接种需求的市
民要排队等待或选择到外地接种。

国产宫颈癌疫苗于 2019 年 12 月
30日获批上市。实验结果表明，该疫苗
采用人体大肠杆菌表达系统，安全性和
免疫原性良好，与进口疫苗具有同等的
预防HPV16型、HPV18型相关癌前病
变以及持续性感染的效力。

目前，宫颈癌疫苗只能用于预防，
相关的治疗性疫苗尚在研发过程中。
专家提醒，接种疫苗不能取代常规的宫
颈癌筛查，也不能取代预防所有可导致
宫颈病变的 HPV 亚型，更不能清除已
感染的 HPV 病毒和治疗 HPV 感染的
相关疾病。白惠娟建议，有过性生活的
女性每 3年进行一次宫颈癌筛查，“只
有将接种疫苗和定期筛查相互结合，才
能够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③5

国产宫颈癌疫苗河南“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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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需要做核酸检测吗？

近年来，新乡市认真贯彻落实各
级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菜篮子”“米袋子”产品
供应保障有序，农业生产整体平稳。

通过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新乡粮食生产水平稳步提升，连
年丰产丰收。经济作物发展迅速，园
林水果生产表现尤其强劲，今年，全市
蔬菜及食用菌面积超过 5.3万公顷，园
林水果产量26.54万吨，对农业发展形
成较强的上拉作用。此外，高效种养
业和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纵深推进，
优质小麦、花生、水果面积和优质奶牛
数量逐年上升。

农业发展和产业转型离不开农业
保险的有力支撑。作为分散农业生产

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农业保险对推
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等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新乡市政
府以脱贫攻坚“一揽子”保险为抓手，
不断健全农业保险政策体系，实现农
民群众政策受益最大化。作为省属

“功能类”国有企业，中原农险深度参
与产业扶贫，积极为带贫企业提供温
室大棚设施保险、食用菌保险等特色
农险，并通过贷款保证保险为贫困户
和带贫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破解融资
难题，为脱贫攻坚注入了金融动能。

种植险实现全覆盖，保险保
障力度不断加大

2017 年 10月，我市正式印发《发
挥财政职能 引入保险机制 撬动金融

资本 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方案》，为农业
保险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划出了路线
图。从2018年开始，全市各县（市）、区
开始实施包括医疗扶贫再保险、农业保
险和贷款保证保险等在内的脱贫攻坚

“一揽子”保险。并由财政出资将全市
的小麦、花生、水稻、大豆等大粮农作物
进行统保，实现了种植险全覆盖，同时
带动养殖业保险快速发展，为全市农业
健康发展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经统计，2018年、2019年，新乡农
险市场整体保费分别达到 1.79亿元和
2.48亿元，较 2017年 1.09亿元大幅增
长，两年里共支付农险赔款 3.67 亿
元。尤其是在特大暴雨、冻灾等重大
自然灾害时，以中原农险为主导的多
家保险公司，快速查勘，准确定损，迅

速理赔，有效弥补了农户损失，帮助受
灾企业和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切
实发挥了社会“稳定器”作用。

当前，新乡全市上下坚持问题导
向、狠抓整改落实、聚焦产业发展，在
不断巩固已有脱贫成果的同时，多方
位向贫困发起总攻。中原农险也在积
极探索并试点开展精准防贫保险，抓
住因病、因学、因灾等致贫返贫关键因
素，从源头上筑起了发生贫困的“截流
闸”和“拦水坝”，为确保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实保障。

以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增强
“三农”抗风险能力

目前，农业保险发展仍面临一些
困难和问题，与服务“三农”的实际需

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各地应按照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
进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
面，提高保障水平，为“三农”发展提供
更强大的风险保障。

加强政策引导。地方政府应将农
业保险作为重要的金融手段引入社会
治理，积极推进小麦水稻等完全成本
保险和收入保险，防范自然灾害和市
场变动为农户带来的风险。同时积极
推广特色农业保险，鼓励引导农户、农
业生产经营组织开展农业保险，增强
抗风险能力。

强化协同推进。运用好农业保险
这一机制，需要各有关部门加强沟
通，形成合力。建议由财政部门牵
头，农业农村、保险监管、林业等部门

参与形成工作小组，统筹推进本地区
农险工作。保险机构应建立健全基层
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方式，充分发挥
经济补偿和风险管理职能，真正发挥
经济减震器作用。

做好监督管理。保险机构要做到
“五公开”，定损到户、理赔到户，不惜
赔、不拖赔，切实维护投保农民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利益；各地要建立以服
务能力为导向的保险机构招投标和动
态考评制度，加强对保险机构的规范
管理和财政资金监管，实行失信联合
惩戒，规范农业保险市场。

党政干部党政干部
谈 农 险谈 农 险

新乡：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更好服务“三农”
——新乡市财政局局长荆汝大谈农业保险运用

本报讯（记者 栾姗 宋敏）一个停车
场装一个APP，充电需扫码“解桩”，是新
能源车主的“进场动作”。郑州新能源车
主周新隆点开手机里的“我的充电APP
们”分组，看着七八个不同的充电桩APP
发出感叹：“这些APP对密码的设置要求
不一样，有的我都记混了。哎，何时才能
实现‘一款APP走遍全河南’？”

和周新隆有着一样苦恼的新能源车
主不在少数。6月 23日，记者从河南省
充电智能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会暨全省充
电产业联盟会议上获悉，今年 8 月底，

“中原智充”上线运行，实现一个APP集
成所有河南充电桩，让新能源车主便捷
充电不“蒙圈”。

据了解，河南新能源汽车累计保有
量已超过21万辆，占全国的7%；公共充
电桩 3.7 万个。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省能源规划建设局局长高义说：“河南的
新能源汽车和公共充电桩发展迅速，但
由于充电运营商多且分散，运营商与用
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造成新能源汽
车充电难，影响了用户出行。”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作为充电桩运
营公司的能源供应商，受省发展改革委
委托先期搭建河南省充电智能服务平
台。“我们作为传统基建的主力军，也是
新基建的生力军，先期通过搭建车桩一
体化数据采集监测平台，便于政府监管
充电桩运营公司，后期助力‘中原智充’
APP上线运行并推广使用。”该公司副
总经理安军说。

河南通过搭建“平台+APP”链接全
省所有的充电桩，构建布局合理、车桩相
随、互联互通的充电网络，是政府部门、
运营企业和新能源车主三方共赢的举
措。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将充电桩运营
企业快速纳入政府监管和服务体系，有
利于省级财政资金实现精准奖补，加快
新基建建设进度；对于运营企业来说，可
以实现互联互通，享受行业政策红利，提
升充电桩运营效率；对于新能源车主来
说，除了不再重复下载安装 APP，也免
于交纳多份充电使用押金。

据悉，“中原智充”上线运行后，将集
成各大充电桩APP功能，新能源车主可
以通过扫码充电或者预约充电等方式给
电动汽车充电。该平台支持支付宝、微
信等多种支付方式，采用安全通信协议，
并能实时监控电动汽车充电过程、查询
充电桩使用状态，安全、方便、高效。③3

□本报记者 曹萍

入夏以来，天气炎热，河边、湖边成了
消夏避暑的好去处，尤其是孩子天性爱水、
好奇心强，发生溺水的风险也随之增大。

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如何正确施救？
6月23日，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黄
伟告诉记者，首先是两个“不能”，不能直
接下水施救或手拉手救人，造成自身危
险；不能跑开，错过最佳救援时机。

遇到紧急情况，要大声呼救，引起周围
人的注意，并及时报警。“如果手边有竹竿、
木棍、绳子、衣服等，可以扔给落水者抓住，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趴在地上拉落
水者靠岸。”黄伟说，或者把矿泉水瓶子装
在包里或者袋子里，扔给落水者，一般6个
瓶子就可以救起体重200斤的人。

如果成功将落水者拉上岸，落水者意
识清醒、有自主呼吸，进行观察即可。河
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海军说：

“若落水者没有呼吸，但有心跳和脉搏，要
立即清理口腔异物并进行人工呼吸。”

当落水者心跳、呼吸全无，就要进行
心肺复苏。“因为溺水是病理性缺氧，所
以要按照清理气道、通气吹气，再给予心
脏按压的顺序进行。”王海军说，施救过
程中不必对落水者刻意进行控水，防止
误吸，同时要注意保温。③3

“中原智充”8月底上线运行

一款APP
适用全省充电桩

夏季防溺水
绷紧安全弦

6月23
日，我省首
针国产宫颈
癌疫苗在郑
州市民生路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完成
接种。⑨6
本 报 记 者
聂冬晗 摄

6 月 23 日，游客在郑州市动物
园管理人员的引导下投喂动物。该
园为改善游客乱投乱喂的情况，激
发大众对动物们的爱心与保护意
识，丰富游园体验，特别开设了三处
允许投喂的地点。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友爱”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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