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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京城各方合力护考

高考首日考场秩序井然

2017年高考首日， 全市各考
区、 考点、 考场秩序井然， 试题
试卷安全， 考试顺利实施。

今年， 全市近6万多名考生
参加高考， 其中特殊考生65人，
包括视力障碍、 听力障碍、 肢体
残疾、 脑瘫等考生。 按照有关规
定， 相关考点为肢体残疾、 重症
肌无力等考生分别单独设立考
场 ， 为视力障碍考生提供大字
卷， 并适当延长大字卷考生和脑
瘫考生考试时间， 保障残疾人参
加普通高考的公平、 公正。

网信、 网安、 考试院建立24
小时集中联合办公机制， 加强网
络涉考舆情监控和有害信息处
置。 宣传、 公安、 交管、 保密、
无线电管理等部门通力协作， 为
考试实施提供了坚强保障。

180余名医护人员
值守高考

今年高考期间， 全市17个考
区、 92个考点共增设58辆专职急
救巡诊车以及医疗服务站， 180
余名医护人员参与保障。

据悉， 为保障2017年高考顺
利进行， 市卫计委从维护考生利
益出发， 救护车配备医疗急救和
防暑药品等物资， 专职为考生提
供免费急救巡诊保障服务。 北京
市卫计委表示， 对禁止使用救护
车警报器、 行车安全等也进行明
确要求， 并已经提前将急救人员
及联系电话通报考点联络员。

同时，市急救中心表示，为确
保顺利进行急救， 高考期间北京
急救中心调度台还临时增设急救
调度“高考专席”，专职受理考生
急救呼叫电话， 优先就近调派救
护车为考生提供急救服务。 考生
突发疾病， 可以向附近的急救车
寻求帮助， 急救人员将免费为其
提供医疗急救服务 。 120、122、
110、119四台联动， 遇急症考生，
120将协同交管部门为患者开辟
绿色行驶通道，及时转送。

十二中周边两家餐
饮单位被抽查

为让考生和家长们能吃上卫
生安全的餐食， 昨天， 市食药监

管局对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周边的
华泰翔大酒店和北京溢泽食府进
行了随机专项检查。

据了解， 本次抽查重点关注
餐饮单位的主体资质 、 进货查
验、 菜品加工制作以及餐具消毒
环节， 并对两家餐饮单位的餐具
进行了快速检测。

122接受考生求助10起
昨天早高峰， 北京整体交通

流量同比下降， 运行状况好于平
日。北京市交管局昨天通报称，早
高峰期间，122交通报警服务台共
接收高考考生求助10起。

昨天，有个别考生发生“突发
状况”。当天8时08分，一名忘带准
考证的考生向广渠门中学考点值
守的前门交通大队副大队长司建
秋求助， 司建秋驾驶警车带领考
生和家长， 仅用20分钟取回准考
证；当天上午，连续两名考生混淆
“交大附中”考点和“交大附中分
校”考点，向民警求助。据交管部
门统计，当天上午，“122”共接到
考生求助10起，全部及时处置。

应急救助巡逻车组
为考生提供服务

今年高考， 西城警方在北师
大附属实验中学、四中、八中、三
十五中等多个考点专门为家长设
立便民服务区。同时，分局各相关
派出所也将视考点门前实际情况
设置便民服务站。 为保证求助的

考生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
间救助， 今年高考期间西城警方
部署动态29辆应急救助车巡逻车
组开展考生应急救助工作。

海淀警方在高考期间每天部
署特警专门车组和制服警力24小
时不间断在试卷所在地进行巡逻
防控，确保试卷万无一失。在全区
19个考点安排不少于10名警力，
四辆服务保障车在全区19个考点
周边进行不间断巡视， 为考生和
家长提供服务和帮助。

城管部门校门口设
高考服务站

今年海淀区共有19个高考考
点， 在每个考点外城管部门都设
立了“高考服务站”，为考生和家
长提供服务。 这样的志愿服务行
为，海淀城管已经坚持11年了。

昨天上午9点， “高考服务
站” 中的城管队员与志愿者一起
主动为考生家长们送上了饮用水
和报纸。 一位家长一边接过城管
队员手中的水杯， 一边说： “我
们家旁边紧挨着人民大学南路的
施工工地， 之前就一直担心， 怕
施工噪音影响到孩子的复习和休
息。 结果那天我路过工地门口一
看， 工地大门口张贴着城管部门
给工地的 ‘一封信’。 倡导工地
文明施工， 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噪
音。 我们考生家长特别感动， 感
谢城管队员。”

记者了解到， 今年中高考期
间，海淀城管推进“静心2017”中

高考服务保障行动， 在前期开展
“净化考点周边环境” 专项行动，
保障期间共宣传告知餐饮企业
1205家， 查处露天烧烤等违法行
为67起， 先行登记保存各类经营
工具49套；检查施工工地395家规
范问题8起。考试当日加强考点巡
查， 落实定点盯守， 确保服务品
质， 切实提高考点周边环境秩序
水平，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
和谐的考试环境。

天坛雷锋车队助力
高考再出发

又是一年高考季， 全国学雷
锋活动示范点之一的天坛雷锋车
队爱心送考队伍再次整装待发，
为高考助力。 6月7日7点50分爱
心车队准时出发， 10余辆擦洗一
新的出租车准点把考生们送到考
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今年高考， 天坛雷锋车队安
排了10余辆爱心出租车为北京市
五十中14名考生做定点接送服
务。 “为了做好这次的高考服务，
他们事先已经去接送学生的考点
踩点， 确保接送车辆的停放地点
在不影响周边环境的同时方便考
生乘车。车队早上五点半就出发，
集合之后，安排好各项任务，随时
待命， 保证安安全全地准时把考
生送达目的地， 为他们金榜题名
加油! ”队长连三顺介绍说。

本报记者 任洁 白莹 实习记
者 唐诗 闫长禄 赵思远集体采写
陈艺 于佳 摄

昨天是2017年高考的第一天， 全市6万多考生迈进考场。 为了让考生顺利抵达考场、 考试时不受噪声影响、 考
试中不怕突发疾病， 也为了让等在考场外的家长们能稍微轻松一些， 本市教育、 公安、 卫计委等多部门都 “各显
神通”， 为高考顺利进行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进考场前， 考生和老师再一次拥抱。昨天， 北京万泉寺出租公司爱心车队100多名的哥载着 “特殊乘客客””，， 奔奔赴赴各各
个个考考点点。。

6月7日， 是高考第一
天。 早上七点左右， 参加
高考的应届考生王同学乘
坐公交5路车去参加考试，
不慎将准考证遗忘在车
上 。 车队工作人员发现
后， 接力火速将准考证送
到考生手中。

当天， 王同学乘坐公
交车前往位于西华门附近
北京一六一中学高考考
场， 由于一时疏忽， 下车
时， 他不慎将准考证遗忘
在公交车上。 车到终点菜
户营总站后， 当班乘务员
赵晓清按规定检查清理车
厢发现了一个袋子， 里面
装有高考准考证和圆规、
2B铅笔、 签字笔、 橡皮、
尺子等考试用具。 随后，
5路车队值班人员根据准
考证上的考生信息及时与
考点、 考生取得联系， 并
安排专人火速将准考证和
考试用具送到考生手中，
没有延误该同学参加高
考。 本报记者 陈曦

■特写

■贴士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
院获悉， 高考外语考试将
在 6月 8日 15时至 17时举
行 ， 考前 15分钟停止入
场。 今年外语考试增加听
力播放监督人员， 须有一
名副主考和相应语种老师
在播音室监督听力播放。

2017年外语科目考试
由听力考试和笔试两部分
构成。 考试开始前30分钟
即14时30分， 考生可在监
考员组织下入场 ，14时45
分后， 迟到考生将被禁止
入场。考试前15分钟，监考
员开始分发答题卡， 并指
导考生填写姓名、 准考证
号，粘贴条形码，发放草稿
纸。开考前10分钟，各考点
安排试听。 开考前5分钟，
监考员开始分发试题册。
接到试题册后， 考生要立
即检查是否有印刷不清、
页码错误等， 如有问题要
按考场规则及时向监考员
申明情况。

15时至15时20分， 考
生先进行听力考试 ， 期
间 不 得 提 问 。 英 语 科
（北京卷） 听力试题由各
考点统一播放， 其他外语
语种听力试题在考场播放
录 音 磁 带 。 根 据 要 求 ，
今 年外语考试各考点须
有一名副主考和相应语种
老师在播音室进行听力播
放监督。 考点监控室除系
统管理员外还须有副主
考、 视频监考员各一人专
门值守， 实时巡查考试实
施情况。

听力考试结束后至17
时完成笔试。 北京教育考
试院有关负责人提醒， 外
语科考试结束前， 应试英
语的考生务必将答案用
2B铅笔涂到答题卡上。

准考证遗落公交车
车队人员及时送还

外语考前15分钟停止入场
考试增加听力播放监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