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2年6月7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吴维杨 美编：孙发强 检校：王振文 黄如祥A05 综合

■■■■■ ■■■■■ ■■■■■

关注2022年海南高考

■ 本报记者 赵优 计思佳
见习记者 刘晓惠

6月7日，又是一年高考时，6.3万
多名海南考生将步入考场，为未来更
好的自己作答。

目前，我省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已
经就绪，全省各考区各有关部门按照
教育部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
署，全力以赴，确保实现“平安高考”

“健康高考”“温馨高考”的工作目标。

考生提前“踩点”
熟悉考点环境做到心中有数

今年参加我省高考的考生共有
63874人，比去年增加了4026人，这
是我省高考考生首次超过6万人。全
省共设18个考区，41个考点（比去年
新增3个考点）、2186个常规考场，64
个备用考场和135个隔离考场。

为给考生营造平安健康、公平
公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省教育
厅、省考试局联合公安、保密、卫健
部门组成 9个检查组，深入各考区
考点开展了安全保密、考场防疫、应

急演练、招生录取“四必查”专项检
查，确保考试各项准备工作落实落
细落到位。

“大家要记住自己的考场在哪一
栋、哪一层、哪一间……”6月6日上午
9时，在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考点，
海口市博雅中学副校长岳喜岩正领着
学生“踩点”，熟悉考场位置。

今年海南高考继续实行“6选3”
模式，每个考生在考试期间，需要更
换3次考场，即语文、数学、英语科目
考试在同一考场，其余3科选考科目
考试分别在其他3个考场。“考场变
动次数的增加，更需要考生熟悉考
点环境。我们特地组织学生前来

‘踩点’，避免走错考场、找不到考场
的情况发生，影响考生赶考状态。”
岳喜岩说。

为了给考生提供更便利的考点
“导航”服务，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
考点特地把考点考场平面图电子版
发给每位到该考点考试的学生。“我
们考点今年共有1380多位考生，其
中外校考生800多位。我们专门发
了电子版平面图，方便学生在‘踩点’
时‘导航’，更准确地找到考场。”海南

省农垦中学考务办公室主任刘国海
介绍。

加强疫情防控
所有考生需接受核酸检测

在省卫健、疾控部门指导下，结合
前两年高考的成熟工作经验，今年我
省修订完善了组织考试防疫工作方案
和应急预案，并建立医院与考点“点对
点”的协作保障机制，各地卫健疾控部
门向各考点派驻防疫专职副主考及工
作专班，确保健康高考。

根据海南高考疫情防控要求，所
有考生须按要求接受每日体温测量、
记录和健康状况监测，全体考生应按
照报名所在市县的统一安排，首科目
开考前48小时内接受核酸检测。考
生在进入考点时必须佩戴口罩，进入
考场就座后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佩
戴口罩。

6日上午，海口各高中为考生和
涉考工作人员进行统一核酸检测。
上午9时许，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南
华侨中学高中部，看到该校高三考生
和参加监考的老师正在教学楼一楼

架空层配对做核酸。现场共设置了
6条核酸检测通道。同学们有序排
队的同时，手上还拿着课本，进行最
后的复习。

“为了防止人员大量聚集，我们安
排全校高三29个班的学生和参加高
考的监考老师、工作人员错峰进行核
酸检测。”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体卫艺
处主任翁文珠介绍。

海口市第一中学体卫艺科副主任
杨文刚介绍，海南省肿瘤医院已向该考
点派驻了3名医护人员和1辆救护车，
并与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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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加强与各级部门的联防
联控，落实‘日报告’‘零报告’报告制
度，确保高考期间出现突发情况时能
快速恢复常态并有效保护考生人身健
康安全。”杨文刚说。

优化服务保障
贴心举措为考生保驾护航

开设考试招生服务面对面直播
间、全省各考点考场全部安装空调……
今年，我省全力做好考生服务保障工

作，确保实现“温馨高考”的工作目
标。与此同时，各学校也纷纷使出贴
心实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考生忘带准
考证。针对此类情况，刘国海表示，考
务人员已把所有在该考点考试的考生
准考证电子版存档，若有考生出现忘
带或丢失准考证的情况，考务人员当
场可以打印出来。同时，刘国海也提
醒广大考生，虽然考点可以打印准考
证，但赴考时还是要检查是否备齐证
件，以免影响考试心情。

为抵御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
温、暴雨天气，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
学校考点准备了50余顶遮阳避雨篷，
从校门口到考场入口搭建起一条“安
全通道”，确保考生在考试期间不会被
暴晒，也不会被淋湿。

为确保考生在高考期间吃得舒
心、安全、营养，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
食堂精心为考生制定了高考四天的菜
谱，菜品丰富，荤素搭配，以清淡口味
为主。“高考期间天气炎热，食堂免费
为考生提供冬瓜排骨汤、绿豆汤、下火
茶，帮考生防暑降温。”翁文珠说。

（本报海口6月6日讯）

2022年海南省普通高考今日启幕

逐梦青春 不负韶华

本报海口6月6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6月6日，为做
好高考保障工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开展护考行动，部署全省各地交警精
心组织好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确保考场周边道路交通安
全、有序、畅通，不发生影响考试安全
的道路交通事故。

省交警总队要求，各地交警部门
在有条件的单位和道路两侧可开辟
临时停车场地和停车泊位，并设置停

车引导标志，方便接送考生车辆停
放。加强视频巡查和路面巡逻，强化
考点周边交通疏导，严查乱停乱放、乱
鸣喇叭、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在考
场周边道路特别是易堵路段、路口增
派民警，加强指挥疏导，该设立临时交
通标志的要设立，该进行道路管制的
要采取管制措施，引导车辆合理选择
绕行路线，减轻考场周边交通压力。

坚持文明规范执法，对接送考生
车辆发生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教育

后及时放行；对发生交通事故的，要
迅速出警、快处快撤。对考生在前往
考场途中交通受阻的，应最大限度地
提供通行便利。

高考期间，交警部门可设置执勤
服务站，派出专门警力加强各考点周
边交通疏导，及时妥善处置涉及高考
的报警求助。主动为接送考生车辆
提供通行便利和服务，保障接送考生
车辆顺利通行，对考生提出紧急求助
的，要积极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本报椰林6月6日电（记者王迎
春 通讯员杨妹）6月6日，海南日报记
者获悉，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在高考期间开通高考运行专
车，保障考生出行需求。

6月6日上午，陵水黎族自治县交通
局、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前往陵水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查看了解送考车辆、线路以
及驾驶员基本情况，要求企业要提高认

识，做好隐患排查及相关安全工作预
案，做好送考车辆的维护、保养，加强对
驾驶人的安全教育，牢固树立安全责任
意识，确保高考期间考生的乘车安全。

据介绍，此次投入的车辆有 11
辆，根据学校的用车需求，其中6辆是
常规用车，5辆是应急车，还有3辆可
以灵活转运的出租车，供需要应急以
及一些特殊群体考生和家长使用。

开通运行专车保障考生出行
陵水

本报嘉积6月6日电（见习记者
黎鹏 通讯员李想）海南日报记者6月
6日从琼海市相关部门获悉，为扎实
做好应考各项准备工作，该市周密部
署，全力营造舒心安全的高考环境。

“今年琼海有3695名考生参加高
考，2个考点分别是琼海嘉积中学和
琼海海桂中学，共设有137个考场。”
琼海市教育局党委委员何书明说。

据了解，为保障高考安全顺利实

施，琼海市教育局牵头联合公安、市场
监督、综合行政执法、住建、科工信等
部门，提前成立“2022 高考护航行
动”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相应的行动
方案，根据方案组织完成“净化涉考
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
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

“手机作弊专项治理”“清理涉考虚假
公众账号”等专项行动，全力护航高
考平稳顺利举行。

全力营造舒心安全高考环境
琼海

本报三亚6月6日电（记者徐慧
玲 李梦楠）海南日报记者6月6日从
三亚市考试中心获悉，目前，三亚教
育、卫健、交警、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
多部门全力以赴，从强化疫情防控、考
点建设、周边环境整治、交通管制、食
品安全等多方面，护航平安高考。

连日来，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考点周边的餐饮服务、考生食宿点
及考点食堂的食品卫生进行检查，保
证食品达到相关卫生标准，预防发生
食物中毒事件；并负责加强对经营性
民办培训机构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的
监管，配合公安部门对贩卖考试舞弊
器材等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高考期间，三亚将持续组织人员
加强夜间巡查力度，对无夜间施工许

可证在规定时间外施工的建设工地进
行严肃查处。市区所有在建工地在中
午12时至14时30分和22时至次日
8时原则上不得施工，有夜间施工许
可证的要控制噪声分贝。建筑工地施
工作业噪声的排放标准白天为55分
贝，晚上为45分贝。

同时，三亚将整治娱乐场所噪声
污染问题和市容环境相关噪声污染
行为，对在12时至 14时 30分和 22
时至次日6时产生噪声污染的娱乐
场所进行查处。进一步加强巡查监
管，禁止占道开展演艺、推销等产生
噪声的活动，集中清理早市夜市、露
天茶座、露天烧烤、露天排档、流动卖
唱、流动车摊等产生噪声的违法违规
行为。

多举措全力确保“平安高考”

三亚

琼海打击电诈犯罪取得成效

侦破关联涉电诈
案件近90起

本报嘉积6月6日电（记者良子）6月6日，海
南日报记者获悉，今年1月至4月，琼海市共抓获
涉及电信网络诈骗及相关联违法犯罪嫌疑人336
人，打掉收贩卡团伙2个，整治银行网点1个，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取得阶段性成效。

根据断卡“疾风一号”行动部署，近日，琼海警
方成功摧毁一个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跑分”洗钱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秦某德、许某旺等8人。
扣押银行卡、POS机、现金30余万元，侦破关联涉
诈案件将近90起，冻结涉案资金约150万元。

今年4月，琼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大量
收购银行卡、信用卡提供给境外诈骗团伙用于诈
骗，琼海警方立即成立工作专班，针对线索开展研
判工作。通过研判追踪，最终锁定了一个以岑某
充、秦某德等为首的为诈骗团伙“跑分”洗钱的团
伙。该团伙近几个月来，频繁在该市嘉积城区酒
店、茶吧等场所聚集，收购银行卡帮助境外诈骗团
伙转移诈骗资金。

5月18日，琼海警方组织警力对该团伙开展
收网抓捕，在该市嘉积城区内成功将以岑某充、秦
某德为首的8名团伙成员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岑某充、秦某德等8人为牟
取暴利非法获利，通过互联网与境外诈骗团伙勾
连，在琼海市大量收购银行卡提供给诈骗团伙使
用，并大量开办POS机，将诈骗团伙诈骗得手的
资金进行转移、套现，从中非法牟取暴利。

岑某充、秦某德等人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该8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琼海
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万宁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加强青少年教育
筑牢禁毒防护墙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文贝）近日，根据
万宁市禁毒工作部署，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走进
万宁市北大镇国家电网爱心希望小学，进一步加
强校园安全教育，筑牢禁毒防护墙。

校园里，宣讲人员结合具体案例，从毒品的历
史、种类、危害等方面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禁
毒知识课。“毒品的种类有哪些？”“毒品有什么危
害？”“大家知道如何拒绝毒品吗？”随着一个个问
题抛出，学生们纷纷举手作答，现场气氛热烈。

在禁毒知识展板前，学生们认真观看有关毒
品知识的介绍。就读于二年级的罗晓翠正在教她
的朋友如何识别毒品，“毒品可以包装成糖果的形
状，我们要远离毒品，看到毒品要告诉警察叔叔。”

“采取这种问答的宣传形式，活跃气氛，增
强了同学们学习禁毒知识的兴趣，很受同学们
的欢迎。”万宁市北大镇党委副书记陈在道介
绍，此次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是万宁市北大镇
结合“6·26”国际禁毒宣传日开展的一次大型禁
毒宣传活动，旨在提高学生识毒、防毒、拒毒的能
力和意识，动员全体师生参与到禁毒斗争中。

关注“全民禁毒在行动”宣传月

文昌启动
“绿书签”系列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者黄良策）近日，
文昌市启动2022年“绿书签”系列宣传活动。活动以

“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拒绝有害出版物和信息”为
主题，深入推进“2022·护苗”专项行动，营造共同关
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活动现场，文昌市“扫黄打非”办介绍全民阅
读、保护知识产权、文明上网、购书优惠等“绿书
签”系列活动内容，积极为青少年搭建绿色健康的
交流、学习、活动平台。学生们还观看了“护苗”行
动宣传海报和“扫黄打非”展板，高举精美的绿书
签，与老师交流对活动的了解及认识。

此外，志愿者围绕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身体危
害及生理危害等内容，向学生宣传网络的利与弊，并
发放《文昌市文明上网倡议书》《文昌市网络文明公
约》等宣传折页，介绍当今社会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
严峻情况，网络成瘾对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造成的双
重伤害，引导未成年人合理适度上网，文明绿色上网。

万宁“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系列公益讲座开讲

本报万城6月6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蔡青茹）6月6日，2022年万宁市“传承好家风好
家训”系列公益讲座首场在万城镇开讲。

首场讲座上，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公
益项目讲师陈奕帆以《倡导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家
风》为题，围绕家风对家庭影响的重要性，引导党
员干部重言传、重身教，自觉将家风建设融入工作
和生活中。

“公益讲座可以引导大家重视家庭建设，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
德，促进家庭和睦，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
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一位参加讲
座的基层干部说。

据了解，本次系列公益讲座由万宁市委宣传
部主办、由海南日报读者俱乐部承办。该系列讲座
共有10场，通过送课上门的方式，采用专题授课、
实例分析、现场互动、沟通交流等教学形式，传播优
良的家庭家教家风理念，弘扬好家风、好家训。

海南交警开展护考行动
开辟临时停车场、设置执勤服务站

6月6日，在海南华侨
中学高中部考点，考生前
来“踩点”。

本报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考前踩点

6月6日，在万宁中学
考点，一对双胞胎姐妹为
自己鼓劲。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一起高考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计思
佳 李艳玫）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我省
今年首次在方舱医院设置考场，确保
考生应考尽考。

6日上午10时许，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位于海南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的
方舱医院，看到里面已整齐摆好了6
套课桌椅，还配备了监控、卫生间等配
套设施。“除了这6套桌椅，我们还有
备用的。”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若海口
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考生，将安排到方舱医院集中隔离
点考场参加考试。考试期间，将配备
1名副主考、2名监考员、3名专职医
护人员。

三亚市在三亚方舱医院设立密接
者隔离考场，在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

第三人民医院）设置4间病患专用隔
离考场。记者在三亚中心医院新冠病
患专用隔离考场内看到，里面不但配
备有考桌、监控设备、消杀设施、医疗
设备、防护服、独立卫生间等硬件设
施，还提供扫码点餐等暖心服务，为考
生提供“吃住考”一体化的考试保障。
同时，三亚在每个考点派驻1名防疫
专家担任防疫副主考、2名防疫专员
和一辆120救护车，联合考点负责防
疫工作的责任人及2名校医组成“医
疗专班”，确保防疫工作落实到位。

据介绍，今年我省高考期间，各市
县都在集中隔离点内设置隔离点考
场；各市县也都设置备用考点，全省共
设24个备用考点，作为应对疫情防控
工作的“平移考点”或“重置考点”。

我省首次在方舱医院设置考场
确保考生应考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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