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 7月7日 语文9：00至11：30 数学15：00至17：00

7月8日 文科综合/理科综合9：00至11：30 外语15：00至17：00

今年高考为何延期一个月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2020年高考工作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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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记者
施雨岑）记者31日从教育部获悉，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2020年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延
期一个月举行，考试时间为7月7
日至8日。

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为：7
月7日，语文9：00至11：30；数学
15：00至17：00。7月8日，文科综

合/理科综合9：00至11：30；外语
15：00至17：00。

湖北省、北京市可根据疫情防

控情况，研究提出本地区高考时间
安排的意见，商教育部同意后及时
向社会发布。

今年全国高考7月7日至8日举行

教育部31日发布公
告，明确2020年全国高
考延期一个月举行，考
试时间为7月7日至8
日。高考延期是出于什
么考虑？考试组织工作
将发生哪些变化？录取
工作以及高校秋季开学
如何安排？教育部有关
负责人31日就这些问题
接受了记者专访。

答：高考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关系国家人才选拔，关
系社会公平，关系广大学生和家庭
切身利益。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
人数为1071万。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今年高
考工作的影响，要求稳妥做好2020
年高考工作。教育部在广泛听取
意见的基础上，综合研判、审慎研
究，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今年全
国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

一是坚持“健康第一”，切实保
障广大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生
命安全。当前全国本土疫情传播
已基本阻断，但零星散发病例和局
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境外
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我国疫
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卫生防疫
专家认为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疫
情防控风险相对更小。高考是涉
及千万考生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
必须坚持“健康第一”，采取最稳
妥、风险最小的方案，切实保障广
大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二是坚持“公平第一”，切实把
疫情对广大考生特别是农村和贫
困地区考生复习备考的影响降到
最低。疫情发生后，各地延期开学
并安排高三学生居家学习，学生复
习备考普遍受到影响。特别是由
于城乡网络学习条件等差异，部分
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复习备考
受到的影响更大。高考的基本价
值取向是确保公平公正。高考延
期一个月举行，可使考生有更多时
间按教学计划在校集中学习，从
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教育公平。

答：2020年高考命题将以立
德树人为鲜明导向，充分体现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着力加
强关键能力考查，并综合考虑疫
情因素和考生复习备考的实际情

况，在保持命题总体稳定的前提
下，优化试题情境设计，增强基础
性、应用性、创新性，引导中学遵
循教育规律，发展素质教育，助力
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答：2020年高考工作面临疫
情防控和时间推迟等复杂形势，
教育部将指导各地重点加强三方
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防疫措施。在今
年疫情防控的特殊形势下，各省
级招委会要协调卫生健康部门
深入研判7月初疫情情况，详细
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标准，切实加
强考试组织各环节的防疫措施，
全力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全的考
试环境。

二是加强考试组织管理。严
格规范执行考务工作规定，落实
命题、制卷、试卷保管、分发、施

考、阅卷等各环节的安全措施，确
保考试组织万无一失。

三是加强应急准备。针对
高考期间部分地区可能发生高
温天气和自然灾害，各地要切实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和各项预案
准备，并组织开展灾害天气应急
演练，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
利举行。

我们将指导各地教育部门优
化相关措施和流程，为考生提供
规范化、人性化的考试服务。同
时，也请广大考生理解和配合，按
照所在地区考点的统一要求参加
考试。

今年高考延期一个月
举行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教育部对今年高考的命题工作有什么考虑？

今年高考的考试组织工作跟往年相比会有哪些
变化？对考生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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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总体上，今年高考后填报
志愿和录取时间将较往年整体推
迟一个月左右，本科录取预计在
8月底结束，专科录取预计在9月

中旬结束。高校秋季开学时间也
将相应顺延，预计本科高校9月
初至中旬陆续开学，高职院校一
般在10月初开学。

今年高校的录取工作安排以及高校秋季开
学会有哪些变化？

各省高三年级的开学时间不同，是否会影响
高考公平？

答：考虑湖北省、北京市的
特殊情况，两地可根据疫情防控
情况，研究提出本地区高考时间
安排的意见，商教育部同意后及
时向社会发布。

我国高考以省（区、市）为单

位组织考试和录取。前期，教育
部已对各地开学复课工作进行
了专门部署，要求原则上高三年
级实行省域内同步复课。因此，
不同省份高三年级开学时间不
同，不会对高考公平产生影响。

教育部对各地中考有什么指导意见？

答：中考一般由各地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考试时间，以往各地
中考基本上是安排在高考之后
进行。考虑到今年疫情防控和
延期开学等特殊情况，教育部将
指导各地加强省级统筹，根据本
省实际情况确定中考时间，原则

上还是安排在高考之后进行。
教育部将积极指导各地统

筹做好中考命题、考试组织和教
育教学等相关工作，合理安排复
习时间。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施雨岑 胡浩）

高校何时复课？
错层次、错区域复课

进入4月份，一些省份的高校
将陆续复课。

“高校复课第一是要错层次，
开学首先安排的是毕业年级以及
有科研任务的研究生；第二是要错
区域，目前开学的高校基本上都是
本地生源的学生先复课，外地的、
低风险地区学生再陆续复课，高风
险地区的学生先暂时不复课。”教
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说。

同时，王登峰指出，高校的开
学要提供全方位的防护，从学生走
出家门、搭乘交通工具到进入校
园，要进行全程监控，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各地高校开学时间由各
地和各高校一起根据疫情形势的
研判和学生的具体构成来确定，教
育部没有统一要求。

开学复课，学校要做
哪些准备？
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

日前，多个省份公布了中小学
的开学复课时间。为防控疫情，学

校要做哪些准备？王登峰表示，从
陆续开学的各地学校情况来看，除
了坚持三个开学原则，即在疫情得
到基本控制之前不开学、在学校的
基本防控措施到位之前不开学、校
园和师生的公共安全得到保障之
前不开学，现在又特别强调要严防
境外输入可能带来的风险。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都要制
定详细的应急预案，一旦出现聚集
性疫情暴发，要立即采取果断措
施，并且要及时上报。

同时，王登峰对学生和家长提
出一些建议：一定要认真了解新冠
肺炎以及疫情防控的基本要求；要

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按时
作息，适度体育锻炼，加强营养，勤
洗手、勤通风，做好自我防护。

未归国海外留学人
员遇到困难怎么办？

可联系驻外使领馆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
延，广大海外留学生的安危牵动
人心。

“我国海外留学人员总数约
160万人，目前在国外的约142万
人。”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
长刘锦表示。

目前国际长途旅行面临行程
不确定和感染高风险，刘锦建议，
在海外的留学生们尽可能减少长
途旅行，避免交叉感染。

近九成海外留学人员没有回
国，有些受疫情影响遇到困难。
刘锦表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
与驻外使领馆联系，如住房、医
疗、学业、签证等方面的问题。万
一海外留学人员不幸确诊，驻外
使领馆第一时间会对确诊的留学
人员提供领事保护，积极协助在
当地就医。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31日电
刘羊旸 王卓伦 王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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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何时复课？未归国海外留学人员遇到困难怎么办？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今年高校的录取工作安排以及高校秋季开学会有哪些变化？开学复课，学校都做了哪些应对准备？
在31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如何？
如何加强监测防控？
——国家卫健委解答新型冠状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相关问题

国家卫健委31日在官网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的防控工作答问》，对近来网民热议
的无症状感染者相关问题进行回答。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3月30日24时，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
者为1541例，其中境外输入205例。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是指无相关临床症状，
如发热、咳嗽、咽痛等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
症状与体征，但呼吸道等标本新冠病毒病原学检测
阳性者。

针对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和防控方式等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
的问。

防控要求：
应集中隔离14天

【提问】我国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
防控要求是什么？

【解答】国家卫健委在1月28日发布《新冠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三版）中就将新型冠状病毒无
症状感染者纳入防控管理，在其后的修订过程中均对
无症状感染者的报告、管理等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
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应于
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无症状感染者应集中隔离
14天，原则上集中隔离满14天且两次连续标本核酸
检测阴性者（采样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可解除隔
离；如果核酸检测仍为阳性者，则继续隔离医学观
察。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如出现临床表现，应及时转归
为确诊病例，进行规范治疗。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
者也要进行14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1541例无症状感染者接受医学观察

【提问】无症状感染者通过什么途径发现？
【解答】目前我们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主动发现无

症状感染者：一是对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开展
医学观察期间的主动检测；二是在聚集性疫情调查中
开展的主动检测；三是在新冠肺炎病例的传染源追踪
过程中对暴露人群主动检测；四是对部分有境内外新
冠肺炎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行史和居住史人员开
展主动检测。

截至2020年3月30日24时，接受医学观察的无
症状感染者为1541例，其中境外输入205例。

传染性强弱：
专家认为传播机会相对较少

【提问】无症状感染者有无传染性？
【解答】根据国家和部分省份开展的密切接触者

监测数据，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存在二代病例
续发，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个别由无症状感染者导致
的聚集性疫情，有小样本量的研究显示无症状感染者
呼吸道样本中的病毒载量与确诊病例没有太大差
异。综合目前的监测和研究，无症状感染者存在传染
性，但其传染期长短、传染性强弱、传播方式等尚需开
展进一步科学研究。部分专家认为鉴于无症状感染
者的呼吸道标本能检出病原核酸，但由于无咳嗽、打
喷嚏等临床症状，病原排出体外引起传播的机会较确
诊病例相对少一些。

防控难点：
尚有部分无症状感染者难以被发现

【提问】如何做好无症状感染者的风险评估及其
防控工作？

【解答】无症状感染者存在着传播风险。一是
传播的隐匿性。由于无症状感染者无任何明显的
症状与体征，其在人群中难以被发现，其导致的传
播也难以预防。二是症状的主观性。症状轻微或
不典型者可能认为自己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不主动去
医疗机构就诊，在日常的诊疗工作中难以被发现。三
是发现的局限性。由于存在检测窗口期，采用核酸检
测和血清学检测方法难以发现全部无症状感染者，现
有的无症状感染者主要是通过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主
动筛查、感染来源调查、聚集性疫情调查和对高风险
地区人员的主动检测发现的，尚有部分无症状感染
者难以被发现。

为此，要突出做好无症状感染者监测，有针对性
加大筛查力度，将检测范围扩大至已发现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
等。一旦发现无症状感染者，要立即按“四早”要求，
严格集中隔离和医学观察，对密切接触者也要实施
隔离医学观察。

下一步举措：
加强监测、救治和防控

【提问】下一步如何做好无症状感染者防控管理？
【解答】一是完善防治方案。抓紧在疫情重点地

区抽取一定比例样本，开展无症状感染者调查和流行
病学分析研究，完善防控措施，修订完善防控方案和
诊疗方案，科学应对无症状感染者带来的感染风险，
遏制可能形成新的疫情传播。

二是加大筛查监测。有针对性加大筛查力度，将
检测范围扩大至已发现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
接触者、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等。做好疫情跨境输入
输出防范，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发现无症
状感染者后，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查清来源，公开
透明发布信息。

三是强化管理救治。一旦发现无症状感染者，要
立即按“四早”要求，严格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对密
切接触者也要实施隔离医学观察。隔离期间出现症
状，立即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四是加强群防群控。坚持群专结合，加大防疫
知识科普宣传力度。从4月1日起在疫情通报中公
布无症状感染者报告、转归和管理情况，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