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儋州

落实防疫举措
全面消除隐患

本报那大7月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何万常 符武月）7月7日，高考语
文科目开考不久，儋州市一中考点内一名考生因
过度紧张而出现头晕、冒汗、脸色发白等症状。现
场医护人员指导其服下葡萄糖水，并予以安抚后，
该考生状态得以恢复，继续参加考试。

今年高考期间，儋州市进一步加强高考组织
保障工作，对各个考点的入场安全通道、教室考
点、视频监控室，人员值守、保密和监控措施落实
等进行仔细检查梳理，确保高考工作万无一失。

儋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考组织保障工
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抓紧对高考各环节工作进
行再梳理、再检查，全面消除安全隐患，严格落实
高考防疫举措，筑牢考场疫情防线，确保万无一
失，同时要以考生为根本，强化考生服务工作，多
体现人文关怀，细致做好防暑降温、心理疏导等工
作，在依法严格做好高考流程的同时，为考生做好
优质高效服务，全力保障考生在考试中正常发挥、
力争最佳表现。

省消防救援总队在
全省38个考点设执勤点

52名消防监督员对考场
开展不间断的检查巡查

安排 39 辆消防车和 198 名消防
员执勤，对考点实行现场驻守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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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

开启“静音模式”
护航听力考试

本报椰林7月8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7月8日下午，在陵水中学考点周边，护
考的交警们正在疏导过往车辆，正值英语科目听
力考试，车辆通行一律禁鸣。据悉，今年陵水黎族
自治县共有1693名考生参加高考，设有陵水中学
一个考点，其中设有58 个普通考场，2个备用考
场，4个隔离考场。

在考点内的医疗防控点，医护人员随时待命，
一旦有考生出现不适症状时会立即赶往现场处
置。“我们专门成立了由陵水县疾控中心、陵水县
人民医院和校医组成的医疗防控专班，主要是针
对在高考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快速应急处置，并对
考场以及重点场所消杀的指导和评估。”陵水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吴丽雄说。

考点门外，爱心企业以及志愿者设立的爱心服
务点，为考生提供饮用水及考试用品，许多家长和教
师也自觉维护考场外的秩序。陵水县生态环境局监
测站还对陵水中学考点及周边噪声进行监测。

据悉，高考期间陵水县公安局共投入治安、交
警、巡特警、派出所等警种150名警力，车辆35
辆，设立2个应急服务点，全力保障考点及周边交
通治安秩序。“今天下午进行英语听力考试，我们
加大力度进行交通整治，在考前的15分钟对周边
的建设路和新丰路进行管制，禁止车辆通行确保
考试顺利进行。”陵水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
王宜敏介绍。

昌江

加大警力投入
确保考生安全

本报石碌7月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钟玉莹）海南日报记者7月8日
从昌江黎族自治县获悉，高考期间，该县多个部门
通力协作，坚守在高考考点，各司其职，齐心协力
为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昌江中学是昌江唯一的考点，为确保本次高
考工作安全顺利进行，预防各类突发事件、事故发
生，昌江各部门、单位通力协作，组建考点保卫组、
供电保障组、食品检测组等工作小组，全天候驻扎
在考点周边。

“我们加大警力投入，在考点的周围及考生的
食宿地周边进行巡逻防控，确保考生的考点以及
住地的安全。”昌江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教导员
符利平说。

为了确保考生饮食安全，昌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稽查大队在昌江中学等学校食堂分别安排工
作人员，对学校食堂的食材进行抽检。

琼海

站好高考“保电岗”
本报嘉积7月8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王子越）海南日报记者7月8日从琼海市供电局
获悉，高考期间，该局对嘉积中学、嘉积中学海桂
学校等2个高考考点配电设施、高低压线路等进
行全面“体检”，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和设备缺陷，确
保高考保供电万无一失。

为做好考点及相关重要场所供电保障工作，
琼海市供电局提前一个月启动高考保供电工作，
将此次保供电任务级别定为一级，加强电网运行
监控，对涉及考点供电区的电网保持全接线、全保
护运行，提前编制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下的系统
运行方案，及时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同时加大
巡检力量，对10千伏及以上线路集中开展防汛特
巡，增加夜间用电高峰时段巡视测温频次。

琼海市供电局安全监管部负责人说，供电局
组织精干力量对涉及考点、保密室等重要场所的
5座变电站和12条线路开展特巡特维，做好设
备、线路检查消缺工作，按期完成重要设备预试定
检，及时发现并处理设备缺陷隐患，同时恢复保供
电重要变电站（所）专人值班，在高考保供电期间
不安排涉及考点的停电检修工作。该负责人表
示，截至目前，琼海市高考保供电工作平稳进行，
为广大考生构筑坚强电力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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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0年高考

海南空管：

为考生营造“安静蓝天”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卓 何世明）海南日报记
者7月8日获悉，高考期间，为营造良
好的考试环境，海南空管分局管制运
行部制定高考期间航班净空保障方
案，为考生营造一片“安静蓝天”。

保障方案通过划设考点空中隔离
区、与海口市教育局建立应急协调机
制、严格执行航班减噪程序等手段，严
密监控各类飞行动态，进行必要的指
挥调配。特别在7月8日英语听力考
试期间，管制员严格按照保障方案，指
挥进出港航班避开琼山中学高中部、
海师附中高中部两个考点上空，为考
生营造安静优质的听力考试环境，确
保考场不受航空器噪音的干扰。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习霁
鸿）“你好，海口龙华区国贸二横路有
工地在施工，噪音很大。”7月8日上午
9时20分，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
联动平台（以下简称海口12345）接到
一通市民来电，该市民表示家中有高

考考生，希望该工地能够暂停施工。
接件后，海口12345前台热线员

立即派单给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
办。“我们提前制定了高考应急处置
预案，成立高考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海口12345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为了高效护航高考，该热线将高考诉
求件统一列为紧急办件，要求各单位
严格落实“30分钟响应处置”机制。

9时56分许，金贸街道办答复海
口12345，该件已在30分钟内办结完
毕。“您好，这里是海口12345，请问现

在还有施工噪音吗？”为了确保事情
处置到位、不影响考生，随后，海口
12345热线员又致电市民进行回访。
得到市民否定的答复后，热线员才放
心挂断了电话。

据悉，7月7日是高考首日，当天

海口12345涉及高考类办件142件，
其中包括投诉噪音扰民问题113件、
停水停电问题6件、交通堵塞问题6
件、高考信息咨询问题4件、爱心送考
问题2件、其他问题11件等，已办结
124件，办结率87.32%。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王俊乐）受疫情影响，今年
高考推迟到7月举行，又给考生增加
了额外的高温“烤”验。7月7日至8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海口各考点发
现，虽然天气炎热，但海口市政府各职
能部门、志愿者、学校、商家提前部署，
精心准备，通过搭建遮阳篷、赠送防暑
降温药物、启用雾炮车降温等方式，为
考生、家长送“清凉”。

7日上午9时许，在海南华侨中学
高中部考点门口，当首门科目语文开
考后，在校门口送考的家长逐渐散
去。在志愿者的指引下，有些家长进
入了学校大门右侧的蓝色帐篷里，用

免洗酒精对双手进行消毒后，便坐下
进行休息纳凉。

“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是海口志
愿服务的品牌项目之一，至今已连续开
展十多年。今年，我们在海口10个考
场外都设置了遮阳篷供考生和送考家
长避暑，可提供饮用水、口罩、防暑药
品、扇子、纸巾、应考心理咨询、应急救
助等爱心物资和服务。”共青团海口市
委员会志愿服务工作部部长欧阳资告
诉记者，和往年相比，今年各考点的志
愿服务点增加了口罩供应。同时，休息
区要求家长戴口罩后才能进入，且每个
家长的座位间距要相隔1米以上。

现场，不少爱心商家也积极为家

长们提供避暑便利。在共青团海口市
委设置的纳凉棚内，摆放着爱心商家
免费提供的矿泉水、降暑药、润喉糖、
手持电风扇等物品。还有不少家长走
进了一旁的新华书店“蹭”空调。新华
书店也对家长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好凉快，这车能喷水降温，太厉害
了！”当天上午10时许，在海南华侨中
学考点附近的一辆车喷出10多米高的
水雾，让考点附近的家长们直呼凉爽。

“这是多功能高压抑尘车，喷出的
水雾可以防尘降温。”海口龙马环卫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考
虑到高考期间，天气炎热，该公司在海
南华侨中学、海南农垦中学两个考点

附近安排了高压抑尘车，通过增加考
点周边的湿度，为考生们营造凉爽舒
适的考试环境。

虽然室外酷暑难耐，但考场内非
常凉爽。据了解，海口在2018年已实
现高考考场空调全覆盖。考生们均表
示，在空调教室里考试很舒适，更能专
心答题，不会被汗水扰乱思绪。有的
考生为防着凉，还准备了长袖衣服。

炎炎夏日，吃些清热解暑的食物
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降温效果。海口市
第四中学老师告诉记者，高考4天，学
校食堂除了提供绿豆汤外，还会提供
老鸭冬瓜汤、红萝卜玉米乌鸡汤、排骨
白萝卜汤以及紫菜蛋汤，为考生消暑

解渴、补充营养。同时，记者也看到不
少中午专门赶来为孩子们送饭的家
长，冰镇绿豆汤、蜂蜜水、银耳汤等消
暑饮品都成为饭盒中的“标配”。

需要提醒的是，7月7日、8日，省
气象局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预计9日
白天海口等8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
出现37℃以上的高温天气，广大考
生、家长务必做好防暑准备，考试出行
需预留充足赶考时间，备好防暑药品
和降温饮料。若出现中暑或者身体不
适，要迅速脱离高热环境，移至通风好
的阴凉地方，解开衣扣，让中暑者平
卧，用冷水毛巾敷其头部，扇风，并让
其饮用清凉饮料。

海口各界齐心协力为考生、家长解暑降温

高考遇“高烤”妙招送“清凉”

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

高考诉求件30分钟内完成响应处置

本报海口7月 8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梅思程）7月8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省消
防救援总队开展“平安高考，消防护
航”专项行动，在全省38个考点设执
勤点，安排39辆消防车和198名消防
员执勤，对考点实行现场驻守保卫，
52名消防监督员对考场开展不间断
的检查巡查，扎实做好各类安全预防

工作，为考生的平安默默护航。
7月的海南骄阳似火，加上连日

高温，全省各考点酷热难耐，为给考
点等待的家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降
温，三亚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消
防人员利用水罐消防车对考点进行
洒水降温。尤其是在考试结束之前
的半个小时，他们还会去考生出考场
的路线进行一次集中洒水降温，防止

考生从配备了空调的考场出来后因
室内外温差过大而感冒。消防的这
些暖心举动备受现场家长的赞扬与
肯定。

万宁等地的消防部门按照当地
政府防疫指挥部工作部署，在考前与
考后对考场和公共卫生区域进行了
全面消杀。万宁消防“党员突击队”
的5名消防指战员身着防护服、背负

20余斤重的消毒设备，在每天第一场
考试前和最后一场考试后，对校园内
的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的地面及
墙面进行全方位消杀。针对楼梯扶
手、公厕等公共部位，消防指战员进
行了重点消杀作业，做到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从源头上防止病毒的产生
和蔓延。为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考
试环境撑起消防的“安全伞”。

全力护航，助你

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平安高考，消防护航”专项行动

洒下“降温雨”撑起“安全伞”

② 7月8日，在海南华侨中
学高中部考点，考生在考完英语
科目后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④ 7月8日，海南华侨中学
高中部考点外，家长给考生加油
鼓劲。 实习生 孙士杰 摄

③ 7月7日，在海南中学初
中部考点，考生在测量体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① 7月8日，在三亚第一中
学考点门前，志愿者为考生家长提
供水和纸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① ②

③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