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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口

定安

保障考场周边道路通畅
本报定城7月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荣海）海南日报记者7月5日从定安县教育局
获悉，为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定安多部
门联合行动，积极准备，从防疫安全、考场环境、交
通食宿等各方面，全方位服务考生。

定安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定安已
经完成对考场路段树枝的修剪工作，避免高考、会
考期间降雨过大，导致树木断枝或倾倒，影响交通
和行人安全。高考期间，定安将安排环卫工人加
强对考点周边的清扫保洁、洒水降尘和垃圾清运
力度，确保考点周边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对考点周边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存在
噪声扰民环境违法行为的，责令其立即整改到位。
考试期间，将安排两个小组负责处理考点内部及外
围的噪声污染突发事故。同时整治定安中学、城南
中学两个考点周边市容秩序，规范考点周边门店经
营秩序，高考、会考期间，禁止在考点周边摆摊设点、
高声叫卖，确保考点周边秩序井然，道路通畅。

与此同时，定安还积极组织社会爱心人士开
展爱心送考活动，有关部门也在执法巡逻车上张
贴爱心服务标语，为考生提供应急帮助。

陵水

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公交
本报椰林7月5日电 （记者梁君穷）7月 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局获悉，
高考临近，陵水多个部门联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保障今年普通高考顺利进行。7月3日，陵水在陵
水中学考点举行2020年高考防疫应急演练，有效
落实了防疫要求和流程，达到预定演练目标。

高考期间，陵水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安排12辆
专用公交车在陵水民族中学、中央民大附属中学陵
水分校免费接送考生至陵水中学考点。各接送点还
安排3辆公交车作为应急备用车辆。高考期间考生
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县内任意公交车前往考点。

陵水县供电局提前制定保供电方案，对涉及
高考保供电的2个重要变电站、2条重要输电线路
以及8条重要配电线路制定保供电期间运行方案
和应急预案。同时制定差异化保供电举措，优先
保障各考点考试楼、监控室、广播室的照明和空调
设备用电。此外，陵水县供电局还组织专业部门
详细检查高考考点及考点附近宾馆、酒店等场所
的电源、电气设备等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设备

“零缺陷”迎接高考。

文昌

营造安全轻松应考氛围
本报文城7月5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2020年普通高考将于7月7日至10日
举行。海南日报记者7月5日从文昌市高招办获
悉，文昌有3459名考生参加，为扎实做好应考各
项准备工作，文昌市周密部署，着力为考生营造安
全轻松应考氛围。

今年文昌设2个考点，分别是文昌中学、文昌华
侨中学。其中，文昌中学设81个考场，另设备用考
场2个，隔离考场8个；文昌华侨中学设37个考场，
另设备用考场2个，隔离考场3个。两个考点于7月
5日开始布置考场，进行清场、消毒、封存等工作。

为保障今年高考顺利举行，文昌成立了“2020
年文昌市普通高考考区领导机构”“文昌市高考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等5个机构，制定
了5个相关方案制度，对各考点、各学校在高考期
间交通、供电、网络、疫情防控、设备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进行全面整改。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全国高考时
间推迟了1个月，防疫工作也成为高考准备工作
的重中之重。为做好普通高考防疫工作，文昌疫
情防控指挥部积极筹措防控物资，做好考生和考
试工作人员所需的口罩、消毒用品、手套、防护服
等物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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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7月5日电（记者梁君
穷）7月4日，三亚“爱心送考”活动在
三亚交警支队启动，100多名爱心驾
驶员及多家爱心企业再次集结为考
生保驾护航。活动共征集到来自全
市范围内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
机、私家车主、爱心人士等100多名
驾驶员，为三亚学子打造畅通无阻、
平安顺利的赶考路。

疫情防控方面，目前该市各考点
已在三亚市卫健委、疾控部门指导
下，对考场、集中食宿场所、广播指挥
室等场所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对空调
通风系统、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
处理，并张贴消毒完成标识。此外，
每天考试结束后，将对考场做一次预
防性消毒。

三亚市第一中学考点负责人介

绍，高考期间食堂实行错峰就餐，开
餐前半小时完成就餐区域桌椅、地面
消毒，并通风换气，考生就餐排队时
须与他人保持1米距离，遵循分时、
错峰、单向就餐的原则，避免扎堆就
餐、面对面就餐，避免交谈。重复使
用的餐具采取“一人一用一消毒”。
同时，学校做好食品留样，专人管理，
严格执行消毒时间、程序，制定就餐、

消毒等管理台账。
三亚市教育局考试中心负责人

介绍，除要求考生携带身份证、准考
证入场外，在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
还会用身份证识别设备对考生身份
进行识别。考试期间，考点辖区派出
所将安排值班警力，为遗失身份证件
的考生办理临时身份证或提供临时
身份证明。

本报那大7月5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采取多项措
施保高考安全有序：监测今年高考
5939名考生健康状况，每个考点派驻1
名防疫专家，通过筛查考生健康状态数
据、设置隔离考场等措施，确保考生和
涉考工作人员健康。截至7月5日，儋
州市分别设在南大附中儋州市一中、儋
州市二中、儋州市三中和儋州市民族中
学的4个考点已有序开展备考工作。

今年儋州对各考点采取最严格的
防控疫情措施，均分别设置普通考场、
隔离考场和备用考场等，每10间普通
考场配备1间隔离考场，每个考点不得
少于3间隔离考场，隔离考场设置专用
防疫特殊通道，在外围设置警戒线，配
备符合防疫条件的监考员和工作人员。

儋州市在各学校考点入口处设
体温检测点，对所有进入考点人员测
量体温。在各考点配备口罩、一次性

手套、水银体温计、手持式体温检测
仪等防疫用品。每个考点派驻1名
防疫专家担任疫情防控专职副主考；
派驻2名医护人员，与疫情防控专职
副主考和考点校医共同组成考点医
疗防控专班；每个考点派驻1辆医疗
救护车。在考点设置凉棚和体温异
常者复检室等，供待检人员做受检准
备以及检测不合格人员短时休息。6
月23日起，儋州所有考生及涉考工

作人员，不得离开海南，且需提前14
天进行日常体温测量和身体健康状
况监测。

7日至10日，儋州市交通局将抽
调40辆公交车、6条专线接送考生，安
排5辆应急大巴，安排21辆出租车作
为爱心接送车，在6个考生住宿点等
候，以供考生应急使用。共青团儋州市
委等单位联合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向社
会征集爱心车50余辆，免费接送考生。

琼海

加强高考心理辅导
本报嘉积7月5日电（记者刘梦晓）“为了让

我们放松心情，学校给我们安排了多场心理咨
询。”7月5日，在琼海市嘉积中学，接受完高考心
理辅导的该校高三学生李琳说，她对高考很有信
心，希望自己能够正常发挥，考出好成绩。

负责该校高考心理咨询的教师冯蕾说，学校
每天都会安排心理咨询，还邀请琼海市医院的医生
到学校来为同学们进行义诊和团体辅导活动，针对
个别同学，学校会提供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和咨询。

临近高考，不仅是在嘉积中学，琼海各中学充
分利用好心理辅导主阵地，多形式、多方位、多内容，
帮助考生树立信心，以积极健康的心理备战高考。

琼海多个部门密切配合，周密部署，全力保障
高考顺利进行。琼海市工商、公安、教育、科工信
等多部门及电信公司相继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
材”“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
境”以及“打击替考作弊”等专项整治，并将在高考
期间加大整治力度。琼海多部门还联合对学生集
中住宿酒店的用餐、消防安全，供电、供水等情况
进行检查。

不仅如此，高考期间，琼海市招考办还将在嘉
积中学等考点安排专车，为走错考点或有突发状
况的考生服务，琼海市团委也将组织社会爱心团
体继续参与爱心送考活动。

监测5939名考生健康状况，每个考点派驻1名防疫专家

以最严格防疫措施保高考安全

组织逾百人和多家企业参加爱心送考活动

你安心高考 我全力护航

今年高考发热考生
将转到隔离考场
根据延误的作答时间相应
延长考试时间

本报海口7月5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李梦楠）高考考场上突发身
体不适怎么办？邻座的考生突然发
热、咳嗽怎么办？7月5日，省教育厅
对高考防疫程序作出说明。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
到，根据我省高考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各考点已经设置了测温设备，每个考
生必须接受体温检测方可进入考点。
考生如第一次体温测量不合格，即高
于37.3℃的，可适当休息后使用其他
设备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如两次体
温测量均不合格，须由考点医疗防控
专班根据考生身体健康情况、考生持
有的医院检查报告等进行专业评估。

省教育厅明确，考试过程中，考试
工作人员如发现考生出现身体状况异
常症状，要立即报告考点学校的疫情
防控专职副主考，由医疗防控专班人
员指导该考生佩戴好口罩并送至学校
指定隔离区域，同时由监考员记录考
生停止作答时间并报给专班人员。

医疗防控专班人员要测量并记录该
考生体温，询问核实相关症状，鉴别诊断
并初步评估是否需要进行核酸检测。随
后，医疗防控专班人员要将该考生送至
隔离考场完成该科考试，并根据延误的
作答时间相应延长考生考试时间。

该科考试结束后，医疗防控专班要
及时联系并专人专车护送该考生去定点
医院就诊，并根据医院意见安排该考生
进行核酸检测采样。对该考生的试卷、
答卷等材料，考点要采用不影响答卷字
迹的方式消毒，消毒后按考务要求单独
封装。此外，医疗防控专班人员应当场
简要向该考生原所在考场的考生进行解
释和说明，避免引起其他考生恐慌。

核酸检测出结果前，或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考生，要继续安排在隔离考
场参加考试；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考生，学校应报市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同时报市县卫健、疾控部门，按疫情防
控有关要求，开展相关疫情防控工作。

关注2020年高考

本报海口7月5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王俊乐）7月5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考试中心获悉，高考
临近，海口多个部门坚持通过高标
准、严举措，联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以保障今年普通高考顺利进行。

10个考点均成立“七组一室”

据介绍，今年海口市高考考生达
14548人，比去年多60人，其中普通类
13577人，艺术类694人，体育类277
人。全市设10个考点，492个考场。
考点分别是：海南中学高中部、海南中
学初中部、省农垦中学初中部、海师附
中高中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海口
考区主考点）、海口一中高中部、海口实
验中学高中部、琼山中学高中部、海口

四中高中部、海口二中（新增考点）。
为做好高考保障工作，10个考点

都成立了“七组一室”，即考务组、试卷
保管组、播音组、视频监控组、保卫组、
后勤服务组、医疗卫生（防疫）组和考
点办公室。完成了10个考点的英语
听力播放及高清视频监控等设备的升
级改造工作，现已顺利通过全省联调，
实现省、市、考点三级互联互通。10
个考点492个考场全部安装了空调。

今年，海口全市共抽调2300多人
参加考务工作。成立了高考防疫工作
组，分别制定考区及各考点的防疫工作
方案和应急预案，确立考试期间疫情防
控的会商、监测、预警、处置等机制。各
考点增设1名疫情防控专职副主考，卫
健部门分别向各考点派驻两名以上医
护人员及1辆救护车，联合学校校医，

共同组成考点医疗防控专班。

坚持防疫护考两不误

高考临近，海口各考点陆续进入
考前备战状态，通过开展演练、升级安
保和强化防疫等方式，全力护航高考。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各个考点看
到，高考期间，各考点在入口处设体温
检测点，开通多条体温检测通道，对所
有进入考点的工作人员及考生进行体
温测量，并设置了凉棚和复检室，供待
检人员休息。

在海口市第二中学，针对考生第
一次测温可能不合格的情况，学校租了
一辆大巴车停在校门口，考生可在车上
短暂休息后，再由疫情防控专班人员在
车上对考生进行二次体温检测。

根据要求，海口全市10个高考考
点每个均设置1个备用及3个隔离考
场。“我们按考场数量10：1的比例设
置了3个隔离考场和2个备用考场，隔
离考场最多设置4个座位，分布在教
室4个角落。隔离考场的监考员着防
护服全副武装进行监考。”海南省农垦
中学考务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口10个考点都做好了防疫物
资储备工作，配备了充足的口罩、一次
性手套、手持式体温检测仪等防疫物
资。隔离考场还额外配备了一次性工
作帽、一次性手套、防护服、医用防护
口罩、防护面屏或护目镜、工作鞋等。

此外，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学生
入考场前需要进行体温检测，为了避
免出现拥堵的情况，校方呼吁考生家
长尽量不要送考和陪考。

成立“七组一室”,完善防疫机制，做好高考保障工作

防疫不松劲 保障更全面

时时时评评评

海南电网全面启动
一级保供电
保高考用电无忧

本报海口7月5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莫娟）高考即将举行，南方
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全面启动一级保供
电，7月7日至10日期间，该公司将全
力做好全省2095个高考考场供电保
障，目前已组织有6100人，抢修车辆
960辆，应急发电机（车）共138台的
抢修队伍，确保高考保电各项措施落
实到位。

目前，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
已经对海口10所高考考点学校及2
家省、市考试指挥中心的供电设备开
展两轮安全用电检查，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均当场下达整改通知单，并要
求相关负责人立即组织整改，安排专
人全过程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做到高
考用电万无一失。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参加高考
的学子在考试时，不用再受高温炙烤，
2019年，海口提前完成高考点的空调
安装工作，今年三亚等地也都纷纷完
成高考空调安装工作。

海南电网通过积极梳理学校电力
报装需求，主动加强与教育局、校方、
施工方等各单位的沟通协调，同时安
排客户经理“一对一”服务相关学校，
通过全过程跟踪和服务、“一校一方
案”等方式协助学校开展专用变压器
改造、导线电缆更换和计量箱改造等
工作，确保了空调安装后的正常使用。

■ 张成林

教育是重大民生，高考更是重中
之重。开考在即，省委书记刘赐贵作
出批示，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高考的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做到健康高考、公平高考、平稳高
考、温馨高考、诚信高考，反映出省委
对非常时期这场特殊高考的高度重
视。这也表明，这场高考不仅是对莘
莘学子的一场大考，同样是对社会各

方的一次重大考验，必须高度重视，
全力以赴高质量答好这张考卷。

相比以往，今年的海南高考，呈现
出许多新特点。这是海南自贸港建设
全面启动以来的首场高考，而今年海
南高考综合性改革将实现首次落地，
相关政策会作出很大调整；同时，受疫
情影响，今年的高考推迟了一个月，我
们既面临常态化疫情防控的任务，同
时面临高温天气的考验。可以说，无
论是考试时间，还是报考科类，抑或招
考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常时
期，非常举措。面对多重因素叠加的
压力与挑战，只有主动谋划、靠前服
务，以超常规的认识、举措、行动、实
效，严格做好高考防疫、考试安全、考

生服务、招生录取等各项工作，才能不
负各方期待，保证这场特殊高考平稳
顺利进行。

这是一场作风大考。越是形势
严峻，越要提前谋划，越要主动作
为。近段时间来，全省上下齐发力，
开展了一系列服务保障工作，例如，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严格划设隔离考
场；对所有考生及涉考人员实施身体
健康摸排、监测和管理；为应对高温
天气，为考场配置空调；在各考点充
分配置消毒剂、疫情防护用品等物资
……一系列工作部署，为特殊高考的
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展现出严
密细致的务实作风。我们要再接再
厉，大力发扬务实高效的作风，增强

狠抓落实的定力，以最高标准、最严
举措，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切实
防范各类风险的发生。

这是一次责任大考。高考是全社
会的一件大事，同样需要社会各方的
联动与配合。非常时期，有的地方主
动提供公交车、出租车给考生免费乘
坐；有些街道及建筑工地等，配合大
局，全面除噪禁噪；医疗卫生人员深入
开展环境卫生清洁与消毒；考生及家
长积极配合做好健康监测……这一项
项措施、一个个举动，传递的是关心、
是爱心，反映的正是“高考为大”的责
任心。这也启示我们，只有把责任扛
在肩上，齐心协力、高效联动，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各项工作做实做

细，才能为万千考生营造有利的考试
环境。

考生的答卷即将开启，而社会
各方的答卷已然展开。这既是一场
全面的作风大考，也是一场综合的
能力大考；既是对服务意识的检验，
更是对落实能力的考验。特殊形势
下，唯有深刻认识今年高考的严峻
性、复杂性，深入落实各项部署要
求，以最严格的措施，加强考试防
疫；以最严厉的手段，确保考试安
全；以最严谨的态度，优化考试服
务；以最严密的程序，保障招生公
平，才能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为乘风破浪的少年们提供改变命
运、逐梦圆梦的有利环境。

全力以赴作答这场特殊高考

7月5日，在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考场工作人员在精心布置考场，并划设安全距离线。
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今年海南省高考将于7月7日至10日进行，全省有57336名考生参加考试，共设19个考

区、38个考点，安排1955个考场，135个隔离考场，49个备用考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考场布置
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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