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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爱心驿站
关爱考生家长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朱航天 杨超群）一年一度的高考
今日启幕，为了给考生和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我市各条公交线路
都推出了爱心助考活动，在各大考点周围都能看到流动的公交助考
服务车，车内准备了茶水、图书等，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短暂休息。

据介绍，高考期间，公交一公司对途经各大考点的公交线路进
行适时监控，确保将考生安全及时地送往指定考点。同时在部分考
点设置爱心驿站，让考生和陪考家长可以暂时休息。在郑州一中新
校区考点，公交一公司将专门准备一台新能源公交车放置在考点附
近，供考生家长休息。车厢内不但准备了纯净水、图书、杂志等，而
且提供了无线WiFi、充电宝等。

公交三公司在郑州一中考点准备两台公交助考服务车，供提前
到达考点的考生及陪考的家长休息。车内配备了桌椅、文具、饮水
机、降暑药品等，为有需求的考生及家长服务。

中牟

绿色通道补办身份证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发明）6月5日，中牟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户籍民警焦芳等人冒雨到河南省公安厅
制证中心为中牟县第二高级中学学生张某领取身份证。

临近高考，中牟县第二高级中学的学生张某不慎将
身份证丢失，焦急的张某来到中牟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户
籍室求助，民警焦芳问明情况后，立即向治安大队长张
栓汇报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中牟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开辟户籍管理
“绿色办证通道”，迅速与上级有关部门联系，为张某办理身
份证。同时，中牟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在高考、中考来临之
际，对因多种原因没有办理身份证的考生，开辟“绿色办证
通道”办理身份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牟县公安局已通过“绿色办
证通道”为中考、高考学子办理身份证91个。

荥阳

“爱心送考”再启程
本报讯（记者史治国 通讯员 赵晶）为保证广大考生

安全、快捷、准时抵达考场，由荥阳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体育局联合共同举办的“修身行善、
明礼守法——绿丝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再次启动。

据了解，荥阳市“爱心送考”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 7
年，该市交通运输局共组织2000余辆爱心送考车辆，连
续为 2万多名考生提供了送考活动。在启动仪式现场，
160余辆公交车以及出租车、城乡客车、驾校教练车、社
会车辆组成的“爱心送考车”排成整齐的方阵，整装待
发。参与送考的每辆车的车身上都贴着“爱心送考”的
标识，后视镜上都系着象征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绿丝带，格外醒目。这些爱心车辆将在高考期间为荥
阳 4929名考生提供优质服务，用实际行动助力广大考
生跨出实现他们人生梦想的第一步。

新密

考点配备警用车辆护考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建中）昨日，新密交警将

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
新密交警在全市通往各考场主要道路，开辟了高考

绿色通道，在 4个考点上配备“高考爱心护考”的警车和
警用摩托车，并在学校周边道路安排流动巡逻的“高考
爱心护考”警用车辆。

在高考期间，考务工作车辆和高考运送车辆，一律
优先通行，如发生轻微交通违法，只要能出示准考证或
相关证件的，警告教育后放行，对严重交通违法可能危
及考生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警车将优先安排护送考
生到达考点，然后对违法车辆进行处理；一旦考生和家
长遇到突发事件，可第一时间向路面交警求助，必要时
交警将警车护送，确保考生准时应考。

惠济区

考点周边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牛晓莉）为确保广大考

生消费安全，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惠济区工商质监局提
前部署，对辖区5个高考考点郑州12中、实验高中、郑州
60中、师院附中、四中北校学校周边进行专项安全大检查。

在此次检查中，5个考点的校园周边小食品店等是重
点，对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主体资格排查，检查食品进货
渠道是否正规、食品卫生安全是否达标，是否存在假冒他
人注册商标和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对符合办照条件的无
照经营户，责令其立即整改，补办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
对已经取得证照的经营户要求其亮证亮照经营。

金水区

18个考点均设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彦斐）昨日，记者从

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了解到，高考期间，金水区
18个考点均设有“金水执法助考站”，服务广大考生和
家长。

高考期间，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在辖区
18个考点设置“金水执法助考站”，配备有防暑降温药
品及矿泉水，同时执法人员不间断巡视考场周边，保证
考点周边环境秩序良好及考点 500米范围内的施工工
地无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考试期间，每晚 10时至次日 6时，城管执法部门夜
班执勤人员将安排不低于50%的一线执法力量，对影响
考生的夜间施工工地、非法夜市摊位等进行现场盯守或
轮值，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将高限处罚。

电
力

百余抢险车辆
保障考点供电

本报讯（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韩彦 李云霄）昨日，记者从郑州供电
公司获悉，为保障高考考场的可靠供电，连日来，供电公司配电运检
室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市区供电线路进行提前维护（如图）。

郑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员工李建树，其班组负责郑州市区三环
以内都有配电设备的停送电操作。由于连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负荷
不断攀升，工作量也与日俱增。为保障考点周围的供电可靠，又不影
响居民正常用电，配电运检室的工作人员经常凌晨去现场工作。由于
工作地点遍布整个郑州地区，一天下来行车距离均超过百公里，因为
涉及的线路繁杂，最多一天要进行将近30条线路的维护工作。为了
高考期间的供电可靠，李建树和师傅们往往整晚都睡不成。

据了解，郑州供电公司安排了抢修车辆 133 台，保电人员 330
名，巡视保电线路 69条，排除故障隐患 12起，储备应急发电车 4台，
以保障郑州地区高考考场的可靠供电。

市食药监局

督查学校食堂
确保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治 实习生 边静 文 谷长乐 图）昨日，市食药监局
工作人员对我市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进行了督查（如图）。

据介绍，为做好高考期间餐饮安全监管工作，市食药监局成立了工
作领导小组，面向社会发布了高考期间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并制作成宣
传页发放给考点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和考生、家长，还根据考点布局，
提前介入，持续加强对考试期间学校食堂和各考点周边餐饮服务单位
的监督检查力度，制定各项应急预案，全力确保高考期间食品安全。

督查组一行先后深入金水区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市第九中学食
堂、信息宾馆和周边的食品经营单位进行实地检查，每到一处都详细检
查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规章制度落实、软硬件设施、餐饮具消毒等关键
环节的管理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属地食药监管所当场下达
了监督意见书，责令限期整改到位，确保高考期间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红）从 1977
年恢复高考至今，已经整整 40年
了。今日，又是一年高考时，全省
86.58 万余考生将怀着憧憬，带着
梦想走上“战场”。

今年，我省高考科目设置为
“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3”为

语文、数学（分文科理科）、外语（含
听力），是考生必考科目；文科综合
（包括政治、历史、地理）和理科综
合（包括物理、化学、生物）。

为确保高考平稳，今年高考全
省所有考场都按照国家标准化设
置。考试期间，我省所有考点、考

场将开启视频监控和网上巡查系
统，并启用作弊防控系统，视频监
控全部为高清摄像头，考生的每个
表情跟动作都能捕捉到，确保考场
监控考生实时定位。

为加强高校录取环节和新生
入校后的复查工作，省招办在招生

录取时除向高校提供考生的电子
档案外，录取后还会向高校提供笔
迹图像和进场照片信息，供高校在
资格复查、学籍注册等环节加强考
生身份比对。同时，把查处替考等
违纪作弊行为从考试延伸到入学
以后。

市领导督查高考考前准备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副市长刘东带领市教育局等有关部门

负责人就高考考点准备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刘东一行来到郑州47中考点，现场观摩了考生“无声入场”及身份

验证各项流程，重点检查了考务指挥室、试卷分发回收室、考点监控室、
视频监考室、保密室等地，深入了解考场安排、视频监控、保密管理、应
急预案等相关情况，并对每项工作的细微环节都做出了具体要求。

刘东提出，高考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把平安高
考放在第一位，扎扎实实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
任，细化工作，各司其职，无缝对接。考试期间，加强交通组织、考点周
边环境监管、安全隐患排查，做好各项工作应急预案，既要坚决严肃考
试纪律，又要全面改善考试环境，千方百计为考生创造最佳环境、提供
最优服务，确保高考安全、平稳进行。

郑州警方

制定完善应急预案
确保考场秩序良好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王
洪岩 文/图）高考在即，郑州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加大各考点的执勤巡逻密
度，制定完善考场、考点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做好安全保卫防恐工作，一旦发
生危及考生安全和影响考场正常秩序
的突发事件，将立即启动预案，依据事
件危害程度，快速、妥善处置，确保每
个考场良好的考试秩序。

据了解，今年高考郑州全市共设
11个考区，102个考点，2029个考场。
郑州警方根据全市考区的实际情况进

行了警力部署：市内每个考点安排辖
区派出所民警6名、交巡警6名、特警4
名；上街、中牟、荥阳、新郑、新密、登封
每个考点安排执勤民警16名，其中：派
出所民警6名、交警6名、特警4名。

为全力服务考生，郑州警方要求各
单位执勤民警在开考前1个小时到达指
定岗位，认真履行各项职责，考试结束
40分钟后撤岗。对位于繁华路段、周边
治安复杂或交通拥堵路段的学校有针对
性的增派警力，切实加强考点及周边安
全保卫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李冰
李颖）为了确保高考顺利进行，部分道
路会实施交通管制，市民要看好路线，
以免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不便。

●郑州市一中（中原西路）：考试期
间大型货车、危运车、农用车等禁行车
辆禁止通行，送考车辆可停放在一中东
侧凯旋路临时停车场。

●郑州十六中学（友爱路）：考试期
间机动车由西向东单行，禁止由东向西
行驶（公交车、救护车辆除外）。

●郑州十九中（百花里）：考试期间
车辆禁止进入百花里，包括接送考生车
辆（百花里内居民车辆除外）。

●郑州二十四中（建设路）、郑州外
国语中学（枫杨街）、郑州外国语中学
（陇海路）、郑州中学（樱花街）、郑州市
财经技师学院（中原西环东200米）：考

试期间根据情况，临时交通管制区域。
●郑州五十一中（协作路）：考试期

间禁止车辆由西向东行驶（公交车、救
护车辆除外）。

●河南省实验中学：考试期间文博
西路俭学街路口由南向北禁行，文博西
路农科路口由北向南禁行。

●郑州市第一O三中学、郑州市第三
十一中学：考试期间，天明路群英路路口
向西禁行，丰乐路群英路路口向东禁行。

交警六大队民警表示，高考期间，
凡发现与高考有关的车辆发生一般交
通违法行为和轻微交通事故，采取快
速登记、立即放行、事后再进行追加处
理的方法，确保每个考生都能够按时
到达各自指定考点参加考试。对接送
考生的违法车辆以批评教育为主，不
扣不罚，尽快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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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86.58万考生今日上“战场”

考试期间

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昨日，中原区林山
寨办事处巡防队员在汝
河路一家超市门前捡到
了2017年专升本考生
张某某的身份证、学生
证及准考证，在媒体的
帮助下，几经周折，巡防
队员联系到失主，1小时
后，所有证件物归原主。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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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建设西路后牛庄村口，有一个街头小景亮相，制
作方表示，一万个风车，放飞一万个梦想，祝福所有的高考
考生梦想成真。 记者 徐富盈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华通讯员 白晶）
昨日，刚看完考场的程某某同学下了
B1路公交车后，脸色忽然白了，“钱
包丢了！”里面装着自己的身份证和
学生证，明天要考试，没有证件怎么
进考场呢？这可急坏了他，顿时，在
快速公交线路中展开寻找行动……

“快快，我钱包丢了，快帮帮我
吧！”17:30，正值高峰期的航海路孙
八寨站台忽然跑出了两名少年，其中
一名少年急切地对站务长说道。从
少年的表述中了解到，这两人是明天
就要参加高考的考生，刚刚看完考场
回来，谁知其中一人下车后却发现自
己的钱包不见了。钱包中装着自己
的身份证和学生证，没有身份证，明

天将无法进入考场。
站务长一边安抚少年的情绪，一

边向线路长汇报情况。片刻之后，在
航海路全线发起了寻找行动。线路
长樊永在了解情况后，立即通知航海
路孙八寨站之后的所有站台，对所有
经过的B1路公交车进行排查。经过
十多分钟的努力，在途经航海路陈家
门的一辆B1路公交车上找到了程某
某丢失的钱包。

快速公交公司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考生，在考试期间乘坐公交车时，一定
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一旦发生
丢失情况，可第一时间向工作人员求
助，所有工作人员将尽可能帮助考生
进行寻找。

考生遗失证件
市民接力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