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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招办老师 为同学们创造健康公平安全考试环境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蒋晓芳）又是一年高考季。7月
4日，由鹤壁市文明办联合多家单位举
行的 2020年“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
启动仪式同时在该市艺术中心广场、新
世纪广场、裕隆·爱之城广场举行。700
余名爱心司机齐聚现场领取车贴，助力
高考，为梦想护航。

据了解，7月 7日至 8日高考期间，
鹤壁市区的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
贴有“爱心助考”“爱心送考”车贴的车辆
前往考场。启动仪式上，鹤壁市周口商
会还向爱心助考司机赠送了包含口罩、
T恤、矿泉水、扇子、毛巾等防疫防暑用
品的爱心大礼包。

2008年以来，鹤壁市每年都会组织
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
前，该活动参与车辆已义务接送高考考
生 1.3 万余人次，成为全市最具影响力
的志愿服务品牌之一。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7月
5日，记者从洛阳市招生办公室获悉，为
确保高考顺利圆满举行，全市59个考点
已全部完成模拟演练，2551个考场的高
考文具配置到位，各考点考试器材准备
就绪。

据悉，今年洛阳市高考报名 75533
人，比去年增加6185人。全市共设11个
考区。按照洛阳市《高考疫情防控实施
方案》，自6月23日起的考前14天，洛阳
市全面开展健康排查，确保所有考生和
相关人员健康安全。

为保障高考工作顺利进行，洛阳市科
学组织模拟演练，配齐口罩、防护服、护目
镜等防疫物资。截至7月3日，全市各考点
均完成至少一次全流程模拟演练，确保全
员熟练掌握疫情防控流程。

为方便考生参加考试，洛阳市按照就
近、就地、科学合理的原则，根据各考点学
校的考场数量、考试类别对考场进行科学
编组，最大限度控制考生流动。③6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刘力娜）7月
5日，高考临近，信阳潢川县出租车司机
张波向记者展示了他的爱心送考绿丝
带，难掩兴奋：“今年我第一次参加爱心
送考，系上绿丝带，看着大家都整装待
发的样子，很激动！”

据了解，今年潢川的爱心送考活动
由的哥的姐、公交车司机、爱心车主等
参加，高考期间，潢川范围内的考生凭
借准考证均可免费乘坐“绿丝带”爱心
送考车到城区任一考点，家境困难、行
动不便、离考点较远的考生，爱心司机
还将提供一对一免费接送服务。

潢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长徐晖介
绍，高考期间，路面警力将全力确保悬
挂“绿丝带”接送考生车辆的安全、畅
通；每个考点配备“绿丝带”应急处置警
用摩托车，紧急情况下提供警车带路护
送、警车转送等帮助。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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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7日：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

雨，其中信阳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

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傍晚到夜里北

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北中部

36℃～38℃，东南部 28℃～30℃，其他地

区 33℃ ～35℃ 。 最 低 气 温 ：西 部 山 区

19℃～21℃，其他地区 23℃～25℃。

7月 8日：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

雨，信阳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

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中西部 36℃～

38℃ ，东 南 部 29℃ ～31℃ ，其 他 地 区

33℃ ～35℃ 。 最 低 气 温 ：西 部 山 区

19℃～21℃，其他地区 24℃～26℃。

郑州市：7 日，晴天间多云。气温

25℃～37℃。8 日，晴天转多云。气温

26℃～37℃。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数据提供）

2020河南高考
天气预报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5日，省公安
厅对全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
作再部署，全省警方与教育等相关部门通力
合作，周密组织，各司其职，严厉打击涉考违
法犯罪，强化考场周边秩序维护，严防发生
影响高考安全的案件事件、严防发生高考舞
弊案件事件、严防发生涉考群体性事件，确
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

各地公安机关组织民警深入各考点及
其周边地区，集中排查整治一批治安乱点和

安全隐患，对存在缺漏交通安全设施
和交通标识的及时补充完善。
认真总结近年来涉考违法犯
罪的规律特点，查找防范漏洞
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强化

打击措施，依法严打涉考违法犯罪活动。
全省公安机关积极做好涉考服务保障

工作，采取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延时服务等
多种形式，畅通高考学生办证快速通道，加
快证件的审核签发、打包上传和证件发放工
作，确保考生及时领到证件。

同时，对教育部门在信息审核工作中发
现有疑问的身份信息，各地公安机关积极配
合核查，确保考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依法打
击冒名顶替参加高考的违法犯罪活动。③5

又讯（记者 李凤虎）7月5日，记者从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高考期间，各地交警部
门将强化交通保障，为忘带身份证、准考证或
遇到交通拥堵的考生提供应急通行便利，对
送考车辆发生故障、交通事故的，迅速出警、

快速处理，必要时帮助联系车辆送转考生。
让广大考生静心休息。即日起，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开展夜查行
动，强力整治非法改装摩托车“炸街”飙车、
乱鸣喇叭等违法行为。

让广大考生顺心通行。全省交警部门将
最大限度把警力投向街面一线，强化对道路
交通的指挥调度，全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让广大考生安心考试。考试期间，在考
点周边部署护学岗，对考点周边区域采取禁
鸣、限速、单向交通、分车种限行等针对性交
通组织措施，保障考场周边交通安全、有序。

让广大家长舒心等候。充分挖掘考点
周边停车资源，在有条件的单位和道路两
侧设置临时停车场地和泊位。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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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高考你的高考 我们守护我们守护
明天，2020年高考即将开始。
今年的高考，是与以往极其不同的一次。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

你们备考和生活，也让你们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备受关注。
疫情当前，在同学们通过一道道试题刻苦练习，即将收获成果之时，老

师们马不停蹄，精心安排考前考中各项事宜；公安民警全力排查隐患，保障
你们安心顺心考试；医护人员严把健康安全关、环境监测关、考场防控关，
确保疫情防控无死角、无疏漏；家长和全社会各界人士热情满满，争做助跑
员、啦啦队，为同学们助力加油。

面向高考我们携手并肩，愿你
们从容赴考淡定作答，一路乘风
破浪，新时代的你们未来可
期……②7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十年寒窗苦读，今朝考场亮剑。明
天就要开考，对于高考考生来说，做好考
前准备、调整好心态比过度复习更为重
要。考前需做哪些准备？考场内外要注
意哪些问题？7月5日，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高考不仅是对考生学习能力的检
验，也是对考生心态的一次考量。省招
办提醒考生要放松身心，从容高考，相信
自己，轻装上阵。

考前这一天，考生要准备好身份证、
准考证、口罩等物品，并将其放在容易看
到的地方。

进入考场拿到考卷后，不要急着作
答，要先检查一下试卷有无漏印或字迹
不清等问题，然后在试卷上写上姓名、准
考证号、座位号，涂好答题卡相关项目。
在监考老师的指导下粘贴试卷条形码
时，一定要核对条形码与自己的信息是
否一致，并将其粘贴在指定位置。

在此提醒考生，如果条形码粘贴时
出现方向颠倒、扭曲、折皱等问题，不要
撕下重贴，只要信息无误，评卷登分都不
受影响。

此外，考生还要注意考试结束后别
把口罩带出考场。③5

放松身心
从容高考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准之又准做好疫
情防控，严之又严抓好考试管理，细之又细
加强宣传引导，实之又实优化考生服务。7
月5日，记者从省招办了解到，我省教育招生
部门把做好高考工作作为一次政治考验，全
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打造健康、公平、安
全的考试环境。

强化精准防控，确保健康高考。为了把
病毒挡在考场外，我省严格做好考生和考试
工作人员考前健康排查；为降低大规模人员
流动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实行现场和网上
双巡考，实行考场和视频双监考，每个考场配
备三名监考，每四个考场配备一名视频监考，

考区之间首次实行网上“推磨”巡查，让视频
多跑路，让人员少流动，按照就近就地原则，
合理安排考点，最大限度让考生少跑路。

强化考试安全，确保高考公平。为保证
试卷安全，我省以最高标准和最严要求，对
制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评卷等环节进
行严格监管，采取人机联防、一岗多人等手
段，为试卷安全加上多重保险；为提升监考
水平，规定每个考场三名监考来自于非考点
的三个不同学校，每四个考场配备一名非考
点学校的视频监考员，同步进行现场监考、
视频监考、网上巡考、多重督考；加强技防物
防，实行“无声入场”和“统一文具”，配合公

安、工信部门严打涉考无线电通信器材作
弊；严防严查替考舞弊，考前严查考生报考
资格，考中指纹比对、身份证比对、进场照片
比对，考后人脸识别比对考生报名照片、入
场照片。

强化考生服务，确保温馨高考。我省教
育招生部门把“考生为本”的理念融入考试
招生工作全过程、各环节。比如，打造考生
服务平台，通过官方网站、语音咨询服务平
台、微信公众号等，为考生做好政策解读、信
息推送等服务；依托中学和心理辅导机构，
对考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以缓解考
生焦虑情绪。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平）卫生健康部门肩负
着特殊时期高考卫生保障的重任。7月5日，
记者获悉，根据《河南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组考防疫工作指南》及相关实施方案
要求，全省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科学制订工作
方案和应急预案，完善各项防控举措，把防疫
措施落实到高考全过程，3000多名医务人员
整装待命，全力为健康高考保驾护航。

严把健康监测关。卫生健康部门严格
落实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考前14天健康监
测制度，配合教育部门严密监测全省考生健
康信息报送系统。为做好精准防控，卫生健
康部门已配合相关部门对高三学生集中管

理的就读学校，未集中管理的就读学校，未
开学返校的对口、专升本考生，未在校就读
的社会考生和往届考生等进行了分类健康
管理；组织相关人员于6月23日、7月4日对
全部高考考生和考务人员进行了健康状态
及行程筛查，确保确诊病例和核酸阳性者不
得参加集中考试，密切接触者和发热病人在
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严把环境卫生关。在卫生健康部门、疾
控机构的指导下，全省各地已指定专人对考
点、考试场所、通道、区域、桌椅等设备进行了
清洁消毒。隔离考场将在每科目考试结束后
再做一次预防性消毒。

严把考场防控关。考试期间严把体温
检测关，严格落实考场通风消毒措施，严格
空调使用管理，科学指导考生、考务人员佩
戴口罩。各考点已做好了足量配备隔离考
场及温度计、消毒剂、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
的准备，维护考生和考务人员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高考，今
年我省各考区还将设立卫生保障专班，各考
点设立卫生防疫副主考，各考点医务室保证
一医一护和一名防疫人员同时在岗，确保各
环节有效衔接无遗漏、无缺口、无死角，全力
以赴，坚决杜绝高考引发疫情传播风险。③5

图① 7 月 4 日，郑州 31 中高三毕
业生互相写留言祝福。⑨3 张涛 摄

图② 今年高考期间，许昌市爱心人
士将为考生提供义务送考服务。本报资
料图片

图③ 7 月 5 日，在郑州市第十二
中学考点，学校工作人员在考场内消
毒。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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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阿姨 口罩消毒剂备足 防疫副主考到位

警察叔叔 确保考生顺心通行安心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