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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体温≥37.3℃将进行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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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6月7日至10日举行 我市有考生4.1万人

聊城一中 聊城二中 聊城三中

聊城颐中外国语学校 聊城一中新校区

今年仍实行
“3+3”考试招生模式

3门国家统一考试科目
（语文、数学、外语）

6月7日至8日举行

“6选3”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等级考试

6月9日至10日举行

6月1日至6日

9：00-20：00

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山东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考试信息平台（http://wsbm.
sdzk.cn）自行打印准考证

夏季高考准考证打印时间

6月7日至10日

7：00—20：00

考前48小时内
（出结果时间在6月5日8:00后）

考前24小时内
（出结果时间在6月6日8: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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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蓓蓓） 今年高
考将于6月7日至10日举行，我市有
考生4.1万人。我市从4月份便积极
行动起来，认真研究部署，做足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
高考”。

我市研究制定考试实施方案、考
试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出台加强考风
考纪的意见，完善了考试应急预案。
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广泛宣

传招生考试政策，开通心理辅导热
线，切实做好特殊考生心理疏导工
作。组织各级各类学校开展考试警
示教育，组织考生签订诚信考试保证
书，防止招生诈骗等有害信息传播。

市教体局局长崔巍介绍，我市将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进一步细化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加强对考务人员
及考生的防疫教育和培训，落实健康
登记、卫生消毒等各项防疫措施，继

续摸排考生健康信息，做到“一生一
案”，严防因组织考试而出现聚集性
疫情或散发病例传播扩散。

市教体局将联合公安、保密等部
门开展安全保密专项检查，对每个考
区、每个考点安全保密和考前准备情
况逐项检查，确保各考区、考点硬件
达标、制度健全、措施到位。开展严
格考试管理、打击生产销售作弊器
材、打击考试作弊违法犯罪活动、清

理整顿助考培训机构、净化涉考网络
环境等5个专项行动，切实净化考试
环境，保障考试安全。

我市加强对考生的全方位服务，
做好治安、出行、食宿、卫生等方面综
合保障，对试卷安全、疫情防控、试卷
押运等重点环节，提前进行应急处置
模拟演练，确保紧急情况下迅速反
应、准确研判、妥善处置。

我市做足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全力确保4.1万考生“平安高考”

本报讯 （记
者 刘 敏） 聊 城
2022 年夏季高考
考生 4.1 万人，比
去 年 增 加 5000
人。“往年，一部分
考生通过春季高
考，会以单独招生
的方式被高校提
前录取。今年，春
季高考‘知识’部
分考试延期，在夏
季高考结束后进
行。”5 月 25 日，聊
城市教育考试与教
学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说。

今年夏季高考
考生增加较多，但
考点没有增加。全
市仍设 8 个考区，
22 个考点。聊城
城区有 5 个考点，
分别是聊城一中、
聊城二中、聊城三
中、聊城颐中外国
语学校和聊城一中
新校区。

今年是我省新
高考改革落地的第
三年，仍实行“3+
3”考试招生模式。
3 门国家统一考试

科目（语文、数学、外语）将于6月7日
至8日举行，其中外语听力考试已于
1月8日完成，6月8日的外语考试只
考笔试部分；“6 选 3”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等级考试将于 6 月 9 日至 10 日
举行。

春季高考，“知识”部分的考试科
目为语文、数学、英语、专业知识。以
往，春季高考“知识”部分考试于5月
份进行，今年延期到 6 月 18 日至 19
日进行。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考生
可以兼报。今年夏季高考人数明显
增多，与春季高考“知识”部分考试延
期关系较大。

夏季高考准考证打印时间为 6
月1日至6日每天9：00—20：00，6月
7日至10日每天7：00—20：00。考生
在规定时间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
台（http://wsbm.sdzk.cn）自行打印准
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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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张志栋） 5月25日，我市六部门联合
发布通告，中高考期间将对各类环境
噪声进行严格监督管理，确保广大考
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
境。

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体育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市行
政审批局、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等六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2022年度
中高考期间全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工作的通告》中明确规定，在6月1日
至6月17日的夜间及中午时段（夜间
时段指22：00至次日6：00之间；中午
时段指12:00—14:00之间），禁止城市
建成区除抢修抢险工程外的所有产
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包括拆迁工

地、建筑工地、渣土工地、市政工地
等）、渣土车辆运输和建筑物内装修
作业。

在 2022 年度高考日（6 月 7 日—
10 日）、中考日（6 月 14 日—17 日）考
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前，禁止在城市
建成区各考点和居民区方圆500米范
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产生噪声的建筑
施工作业（包括拆迁工地、建筑工地、
渣土工地、市政工地等）、渣土车辆运
输和建筑物内装修作业；使用高音广
播喇叭、电子礼炮或其他发出高噪声
的音响器材；机动车鸣喇叭；燃放烟
花爆竹；商业经营、露天娱乐和集会
等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活动；其他产
生噪声污染的活动。

执法部门将严肃查处噪声污染

违法行为，并将违法单位纳入诚信系
统公示，同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

光。市民如发现违反通告的行为，可
拨打电话12345、110进行监督举报。

六部门联手为高考“降噪”

本报讯（记者 刘敏）“今年高
考，每天考试结束后，考生要统一做
核酸检测。”5月25日，聊城市教育考
试与教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首场
考试时考生须上交健康管理信息采
集表、考前48小时内（出结果时间在
6月5日8:00后）和24小时内（出结果
时间在 6 月 6 日 8:00 后）两次核酸检
测阴性纸质证明（如有变化，按最新
疫情防控要求执行）。

教育部门提醒，考生要按照属地
疫情防控要求，于5 月24 日（考前14
天）前返回高考报考地点并做好自我
防护，以确保如期顺利参加考试。

考生要提前申领“山东省电子健
康通行码”（可通过“健康山东服务
号”微信公众号、“爱山东”App、支付
宝“电子健康通行卡”等渠道申领），
外省来鲁考生在电子健康码界面填

写“来鲁申报”。考前省考试院将统
一进行网上核查，考生入场时无需向
考点出示。

考前 14 天起，考生每天自行测
量、记录体温并进行健康状况监测，
如实填写《山东省2022年夏季高考考
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于首
场考试进入考点时上交。考生考前
14天尽量不要离开考试所在地。

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须持考前7天内的健康体检
报告）；有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
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区不满21天者；
居住社区21天内发生疫情者；有境外
旅居史且入境已满14天但不满28天
者；开考前14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
者；考前21天从发生本土疫情
省份入鲁返鲁参加考试者；其
他尚处于居家健康监测期的

一般接触者（与感染者活动时空轨迹
重叠人员）、同时空伴随人员和封闭
管理地区（包括封控区、管控区、防范
区）人员等。属于以上情形的考生，
需经卫生健康部门、疾控部门等专业
评估，纳入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体
系，并采取必要的隔离防护和健康监
测措施。

考试当天，进入考点时须接受体
温测量，如体温≥37.3℃将进行复测；
如复测后仍≥37.3℃，须按照考点应
急处置程序参加考试。考生佩戴一
次性医用口罩进入考点、考场，但不
得因为佩戴口罩
影响身份识别。

首场考试须上交
两次核酸检测阴性纸质证明

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关系千
家万户。关心下一代，让学生有一个
安静的环境，不光是家长和学校的
事，更是社会的事。这件事做得怎么
样，是检验市民文明程度的“试剂”。

通告对各个时段禁止的行为列
出了清单。工作不能停留在纸上，而
要落到地上，这既要靠执法检查，更
要靠市民自觉。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这是文明城市、文明市民应有的
样子。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
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在这件事上得
到体现。

我们期待着中高考期间进入“静
音”模式的聊城，期待着每位市民展
现出文明行为之美。每个护航高考
的行为，无论大小，都值得点赞。

此时无声胜有声

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广大考生和家庭切身利益，我市
高考规模大，2022年又面临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全力以赴、精心谋划、夯实责任，为考生创造
一个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需要各级各部门认真应对。本报今日推出《热点·护航“平安高考”》
专栏，刊发相关政策、权威信息，以及我市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的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 文/图 林金彦

盲道是专门帮助视障人士行走的
无障碍道路设施，体现了城市管理的
人性化，让城市更有温度。在现实生
活中，盲道的使用状况却不尽如人
意。盲道被其他设施、车辆侵占的现
象时有发生，断头盲道、曲折盲道等问
题也让视障人士颇为“尴尬”。

盲道不是普通的道路，不能随意
被侵占，不能成为摆设，更不能成为文
明“盲区”。建而不管、建而不能用甚
至是为建而建，背离了建设盲道的初
心。把盲道还给视障人士，一方面，要
加大对侵占盲道行为的监管和惩戒力
度，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要提高
市民的文明素质，在全社会形成呵护
盲道、维护盲道畅通的氛围。

盲道不应成为“盲区”

5月25日，聊城市人民医院东区墙外的盲道上停满了车辆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5月26日一大早，在东昌府区闫寺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核酸采样
点，群众发现脚下的“一米线”悄悄“换
了装”——不仅从单调的黄黑警戒线
变成了七彩线，上面还印着各种文明
标语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反
诈中心”App 二维码。一张张色彩丰
富、颇有文明气息的贴纸，吸引排队的
群众拿起手机，一边拍照一边欣赏。

“心莫贪，擦亮眼，绷紧弦，防诈
骗。”印有反诈标语的蓝色“一米线”贴
在地上十分醒目。一旁，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在维护核酸采样秩序的同

时，开启“反诈课堂”，提醒群众扫描二
维码，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App，
了解更多防骗知识。

“之前做核酸采样每次都要反复
提醒群众间隔一米以上。现在有了这
个‘一米线’，大家在学习的同时能自
觉地间隔开来，让核酸采样速度更快、
秩序更好。”志愿者傅军说。

闫寺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旭民表
示，街道推行的创意“一米线”，以倡树
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为引领，从
创新街道文化建设入手，将文明实践、
移风易俗、反诈骗等宣传与“一米线”
相结合，做到“低头学知识，抬头做核
酸”。

“一米线”变身防疫“风景线”

记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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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平安高考”

群众等待间隙扫码下载群众等待间隙扫码下载““学习强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习平台。。■■ 张双双张双双

■ 本报记者 鞠圣娇

“检测结果已经更新，这回我可放
心了。”5月25日一早，市民刘飞打开健
康码，高兴地看到核酸检测信息已经
更新到48小时以内。

核酸检测结果得以快速更新的背
后，是我市广大核酸采样、检测工作人
员的日夜坚守和辛苦付出。截至5月
18 日，我市共有“愿检尽检”核酸采样
点332个，部分乡镇（街道）设置了两个
或以上采样点，方便群众就近采样，还
有一部分采样点实现 24 小时核酸采
样，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院外采样点
就是其中的一个。

5月25日凌晨2点，这里依然亮着
灯，信息登记员熊开芳和采样员陈会
芹从头天晚上8点接班开始，已经忙碌
了6个小时。许多上班族选择傍晚或
晚饭后来采样，每天晚上8点至12点，

这里都会迎来一波排队高峰。她俩密
切配合、扫码登记、熟练采样，整个流
程顺畅高效。而凌晨0点至5点，这个
时间段人少，随做随走，一些代驾司
机、外卖员、建筑工地务工人员会前来
采样，熊开芳和陈会芹就一直等着，有
时连喝水、上厕所都顾不上。“现在采
样挺方便，从‘健康聊城’公众号上预
约后就能免费核酸检测，感谢现在的
好政策和医务人员的付出。”马涛说自
己是一名外卖员，公司要求每天更新
核酸检测信息，如果没有这么方便的
服务，他的工作将十分被动。

“平时每天能采集 3000 多例核酸
样本，最多时能有5000多例，白天有两
组人员、晚上有一组人员。”东昌府区
妇幼保健院核酸采样组组长王迪说，
他们招募了志愿者，和保安人员一起
负责维持秩序，全力提高核酸采样效
率，减少群众排队时间。

这里，24小时“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