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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考学季”，中招考试牵动着数万家庭的心弦。同去

年相比，今年我省中招考试呈现哪些新变化？记者进行了梳理。

今年中考有何不同？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冯军福 曹萍

6月 22日，我省中考拉开大幕。百
万学子迎着朝阳、装载着梦想，奔赴人
生中的一场大考。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社会各方都在
努力。严格落实考生及涉考人员健康
监测、规范化设置隔离考场、备足各类
防疫物资……中考前，各考点疫情防控
工作有条不紊推进，确保每位考生的平
安健康。

“考生的健康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6月 21日，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副校长
狄雷刚介绍，考场内的口罩、消毒液、洗
手液都已备齐，考生入场后会换上统一
发放的口罩，每天用消毒液对考场进行
两次消毒。

据了解，中招考试对标高考，每个
考点都设置了防疫副主考，由疾控人员
担任。“考点由一名防疫副主考、一名防
疫人员及一名医务人员共同‘坐镇’，负
责疫情防控，不管是出现疫情还是考生
中暑等情况，随时都可进行紧急处理。”
狄雷刚说。

公平公正是考试的底线。郑州市
实行推磨交换监考，两名监考员全部来

自外校，其中一名由高中考点派出。同
时要求，本校老师不监考本校考生，八
年级老师不监考八年级考生，九年级老
师不监考九年级考生，确保考试公平公
正。

连日来，我省各地高温持续不断。
当中考遇上高温天气，如何保障考生

“清凉应考”？
“我们在每个考场都配备了两台空

调，并提前三天对空调进行了清洗、检
修，尽最大努力为考生营造舒适的考试
环境。”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校
长丁幼新说。

郑州市第五十八中学副校长李松
涛介绍，考点在各楼层为考生准备了饮
用水。考试期间，考生到达考点后可直
接进入学校楼内避暑，避免在烈日下排
队等候。同时，一台大功率发电机已准
备到位，随时应对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
紧急情况。

户外烈日炎炎，但家长、老师们的
温情叮嘱，以及社会各界的全力以

“护”，希望能让考生感受到阵阵“清
凉”。

夏至已至，愿所有美好也如约而
至。③7

中考开考 全力以“护”

6月 20日，汝阳县直属初级中学举办2022届毕业典礼暨中考壮行大会，同学
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中招考试。⑨6 康红军 摄

今年，生物、地理两学科将作为
初中二年级考试科目，成绩原则上以
A、B、C、D 四个等级呈现，其中 D 等

不超过 5%，具体等级划分比例和使
用办法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制
定。③7

考试时间提前

今 年 中 招 考 试 时 间 为 6 月 22
日—24日，比往年提前了3天。

中招考试时间为何会调整？以后还
会变化吗？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调整
考试时间主要是考虑每年6月25日高考

分数公布，中招考场一般都设在高中，高
三学生查分和志愿填报可能需要返回学
校，为了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影响，因此提
前了3天。今后，我省中招考试时间原则
上会安排在每年的6月22日—24日。

中招总分分值调整

今年，鉴于疫情防控的复杂形势，
组织中招体育和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
必然会有学生大规模聚集，我省郑州、
安阳、开封、焦作、南阳等多地发布通

知，中招体育和理化生实验操作统一考
试取消，相应成绩不计入中招录取总成
绩。这些地区的中招录取成绩总分值
由700分变为600分。

增加初二年级生物、地理两个考试科目

□本报记者 冯军福 曹萍

变化11

变化22

变化33

加油吧，少年

□郑州站副站长 何少杰

郑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嵩山

峻极于天，黄河浩荡东流，当商代遗

址、观星台遇见 CBD……历史与现

实交相辉映。郑州火车站始建于

1904年，跨越百余年，以郑州为中心

的“米”字形高铁网率先建成，平均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趟列车经过这

里，郑州、郑州东、郑州航空港、新建

郑州南“四主”客站格局即将构建完

毕，“枢纽郑”助力国家中心城市现

代化建设跑得更快更远。③5

□开封北站站长 郭醒

开 封 是 国 家 首 批 历 史 名

城，“八朝古都”。这里是独具

魅力的生态宜居城，拥有国家

5A 级、4A 级旅游景区 10 家，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4 处。这

里是美食之乡，豫菜发源地，特

色名菜开封灌汤包、卤煮黄香

管、炸八块、蒸羊等地道的豫味

闻名全国。这里是享誉中国的

民间艺术之乡，享有“中国戏曲

之乡”“中国汴绣之乡”“中国菊花

之乡”等美誉。③4

□洛阳龙门站站长 卫朝阳

洛阳龙门站 2010年 2月 6日开通

运营，是我省第一批开通的高铁站，为

高铁一等站，也是郑西高铁线上规模

最大的中间站。目前，洛阳龙门站站房

主体三层，现有 3座站台，7条线路，全站

最大容纳候车人数为 5350人/小时。6月

20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

图后，洛阳龙门站共有 240 列高铁经过，其

中办理客运业务 194列。③5

□郏县站站长 王冰琪

郏县是千年古县、长寿之乡。郏县高铁站的站房设

计，把千年古县、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其中，在建筑形体上

取“鼎”神韵、以现代手法营造出“鼎”特有的庄重大气形

象。站房大厅上方的“龙首凤尾”石材浮雕与墙面祥云

相呼应，完美呈现出郏县积淀千年的龙凤文化。③9

□安阳东站站长 王燕玲

安阳东站 2012 年 12 月 26 日开通运营。安阳东

站站房的外形仿世界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

器——后母戊鼎，并饰以中国传统的夔形纹，充分展

现出安阳特有的历史气息。安阳是河南的北大门，七

朝古都，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将给安阳的对外

交流带来更大便利。③5

□鹤壁东站站长 李翔

鹤壁东站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开通运营，站房面积

13903 平方米，设计理念融入地方城市特色和现代化气

息，正面和背面分别由 8 片“羽毛”组成，寓意为展翅飞翔

的仙鹤。③6

（本报记者 王延辉 史长来 李宗宽 张建新
谢建晓 李旭兵 陈晨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浩
王冰珂 赵阿娜 蒋晓芳 王永乐 成安林 整理）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王顺铎

“去重庆打卡解放碑，品尝正
宗重庆火锅、豆花饭、酸辣粉、烤
鱼 ……”6月 20日上午，南阳东站
二楼候车厅内，一群南阳旅客整装
待发，目的地正是千里之外的重
庆。

9点左右，随着南阳东站候车厅
内“G3401次列车开始检票”的广播
响起，旅客们兴高采烈地来到检票

口，虽然有10余部检票闸机，但是检
票口还是很快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家住镇平县的张立丹告诉记
者：“前几年我在重庆开餐馆，回南
阳要转好几次车，现在有了直达高
铁，做生意、看朋友就方便多了。”

南阳东站工作人员介绍，本次
列车是南阳东站开往重庆北站的
第一趟列车，人们都想“尝鲜”，沿
途各站车票基本售空。

郑渝高铁全线开通，南阳人最
期盼的还是去重庆地区享受美食
和美景、体验重庆的慢生活。随着

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居民的出行
需求逐渐增加，郑渝高铁全线开通
适逢其时，给了南阳人一个很好的
出行选择。

根据铁路部门运行图调整方
案，郑渝高铁全线开通以后，在南
阳乘坐高铁除了能直接到达郑州、
洛阳、新乡、濮阳等省内城市以
外，还能直接到达北京、上海、天
津、青岛、昆明、重庆、成都、贵阳、
南通、沈阳等省外主要城市，南阳
人民乘坐高铁出行变得越来越方
便。③5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席瑞娜

“各位旅客，列车已经到达滑浚
站，请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并
注意脚下安全。”6月 20日上午，随
着站台内甜美的语音播报，首发“道
口古镇”高铁列车稳稳停靠站台，旅
客们开始陆续检票进站。

人群中，一名老人格外引人注
目。只见他身穿军装，胸前挂满勋
章，在济郑高铁濮郑段滑浚站南站
房广场上，顶着烈日，缓缓举起颤抖

的右手，朝着新开通的滑浚站庄严
地敬了一个军礼。

这位老兵名叫常桂林，今年 98
岁，是滑县老庙乡人。他 20 岁参
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刘邓大军挺
进大别山、淮海战役等。

“父亲的故乡情结分外强烈，听
说家乡即将开通高铁，心情特别激
动，说啥也要来亲自体验。父亲购
买的车票，恰好是滑浚站售出的第
一张车票。”常桂林的大儿子常继平
激动地说，高温也挡不住老人的激
情。

起了个大早，常桂林换上军装，

胸前挂满勋章，一家三代人早早赶
到了滑浚站。

为了能让老人详细地了解站房
内的文化元素，滑浚站专门安排讲
解员为老人进行讲解。

11时 21分，列车准时启动。随
着列车逐渐提速，看着窗外飞驰而
过的村庄和田地，常桂林掩饰不住
兴奋。

“以前行军走三天，现在只需
‘一眨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看着宽敞明亮又富有科技
感的车厢，常桂林情不自禁地哼唱
起来。③6

美食美景“一线”牵

98岁老兵的第一张高铁票

站长说站

（上接第一版）长期来看，物流可以
有效吸引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汇
聚，为河南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秘书长
李鹏说，持续巩固河南物流枢纽地
位，需要从“铺摊子”向提质量转
变。

位于郑州中原科技城的河南
省网络货运数字产业园正在紧锣
密鼓建设中，这也意味着，四通八
达的物流网络将被“装进电脑”，我
省的物流枢纽将向“智能化”“物
流+”跨越。

数据“节骨点”信息交换站

日前，新密市大隗镇的小患者
欣欣不用出远门，就在镇中心卫生
院通过 5G互联网医院享受到了郑
州专家的实时会诊。“得益于信息
技术，智慧医院把大医院的诊疗服
务直接送到了基层。”著名心血管
病专家胡大一说。

在信息技术支持下，智慧服务
延伸到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中原龙子湖智慧岛上，全国
首批无人驾驶公交车“小宇”面对
信号灯、障碍物，就像老司机一样
从容应对，年轻人已习惯出门坐

“小宇”。
河南发展智慧服务的底气来

源 于 信 息 枢 纽 这 一 最 基 本“ 底
座”。

2013 年，郑州成为国家级互
联网骨干直联点城市，也意味着
从那时起，郑州成为中部地区数
据“节骨点”、信息交换站。中部
地区的电信、移动、联通等骨干网
用户之间的跨网信息流在郑州进
行交换，不必绕道北上广。“在这
样的背景下，我省以互联网为基
础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
业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
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当前，全省 5G 基站累计
达到 9.71 万个，居全国第 5 位，实
现乡镇以上全覆盖，郑州直联点
总带宽达到 1620G，网间互联带
宽居全国第 5 位。全省互联网网
内平均时延 25.89ms、互联网
网间平均时延 27.77ms，

均居全国第 3位。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抢抓机

遇“窗口期”，把河南建设成为全国
重要的信息通信枢纽和信息集散
中心。“建设信息枢纽，郑州已经
积累了相当的优势。”河南省宏观
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高亚宾认为，下
一步河南应该利用现有的数据“节
骨点”、信息交换站优势，加强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推进智慧城
市、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提升数字
社会治理能力，注重网络安全，加
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数字
产业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

高压中转站 东西更来电

夏日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
州共和县，阳光照射在黄河上游的
一排排光伏板上，光电转换在这里
完美实现。在 1000多公里外的我
省驻马店新蔡县，河南亚特车辆公
司的智能电焊机不知疲倦地工作，

“电力十足”保障了一辆辆专用车
辆按时下线。

本无交集的共和县与新蔡县，
被一条条电力“银线”紧密连在了
一起。青海的光伏板汲取太阳能
量，将其转换成电能，通过青海—
河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送达河
南电网，再流向中部地区的企业和
千家万户。

12 年前，世界首个特高压工
程——1000千伏晋东南—南阳—
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以
下简称示范工程）投入商业运行，
河南作为“桥梁”，见证了中国进入
特高压时代。

如今，驻马店—武汉1000千
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河南段）
正在加紧施工，河南特高
压电网越织越密。

作为国家电网
中 部 地 区 的 坚
强 桥 梁 ，河
南 联 络
起

华北、华中、西北电网。每年南方
丰水期、华中水电满发时，示范工
程将华中电网的水电输送至华北
电网，在南方枯水期时，再将华北
电网的火电、西北地区的清洁电
输送至华中电网，实现电网之间
优势互补。

上蔡县小岳寺乡业王村村民
张永和深有体会，以往逢冬夏两季
用电高峰经常停电，现在空调、冰
箱、洗衣机各种大件电器可以同时
用。

6月 2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透露，驻马店—武汉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2023年
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河南、
湖北两省之间的电力交换能力，实
现风、光、水、火多能互补，提升华
中电网的安全稳定性，满足华中
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

“十三五”以来，河南电网
保持年投资 300 亿元以上的
高位态势，全国 电 力 联 网
枢纽地位持续强化，率
先跨进特高压“交直流
混 联 ”新 时 代 。“ 十 四
五 ”期 间，国家电网
公 司 计 划 投 资
1853 亿 元 ，支 持
河南电网灾后重
建和高质量发
展，投资额再
创 历 史 新
高。③5

开封北站

洛阳龙门站

郏县站

安阳东站

鹤壁东站

常桂林从滑浚站南站房乘坐高铁前
往濮阳。何翔 摄

66月月2020日日，，郑渝郑渝高铁列车从郑州东站驶出高铁列车从郑州东站驶出。。⑨⑨66 聂冬晗聂冬晗 靳晰靳晰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李晓舒）6月 21日下
午，“庆祝《大公报》创刊 120周年暨增
进豫港交流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政
府新闻办、省政府港澳办、省教育厅、省
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省新闻界
代表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深入学习领
悟习近平总书记致《大公报》创刊 120
周年的贺信精神。大家一致认为，贺
信既充分肯定了《大公报》在维护香港
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
人心回归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也为《大
公报》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
闻舆论工作和对“一国两制”事业的高
度重视。

大家认为，《大公报》不断将触角深
入中原大地，将一个厚重、生动、真实的
河南展现在海内外华人面前，搭建起了

豫港联系的桥梁，有力推动了河南与香
港在文化、旅游、教育、商务等方面的交
流。嘉宾们聚焦“深化豫港合作 携手
共创未来”主题，结合工作领域，总结了
近年来豫港合作交流成果，探索依托
《大公报》等香港媒体渠道平台作用，持
续擦亮豫港交流合作品牌，积极对接服
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通过《大公报》
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优势，
持续讲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
展示好河南形象，让更多的香港同胞在

“行走河南”中“读懂中国”，为推动“一
国两制”行稳致远，为保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作出河南贡献。

《大公报》创刊于 1902年，是迄今
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大公
报》不仅全面见证和忠实记录了中国近
代以来的历史，而且对推动历史进步发
挥了很大作用。③5

深化豫港合作 携手共创未来

河南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