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乘风破浪，他们保驾护航
2022年高考今日启幕 我市12004名考生奔赴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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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高考第一天，据市气象局预
报，我市有强降雨。市气象局提醒，各位
考生和家长出门需携带雨具，提前规划
好路线，预留充足时间，绕行积水路段，
安全赶考。

据市气象局介绍，从空间分布来
看，今日最强雨区将位于珠江口及其

以东沿海，我市处于强降雨区的边
缘。明后天，我市有暴雨，局部大暴
雨。预计高考期间（7 日-9 日）累计雨
量 130 毫米-220 毫米，局部 250 毫
米-300 毫米。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可
达 70 毫米-90 毫米。降雨重点时段
集中在早晨至上午。

高考期间强降雨将集中在早晨至上午

磨砺十二载，今朝试锋芒。今
日，2022年普通高考拉开大幕，我
市12004名考生奔赴各考场，为梦
想和青春而战。今年，全市共设市
一中、市二中、斗门一中、市实验中学
等10个普通考点，424个普通考场，
50个备用隔离考场。其中，一职校
心华校区和理工学校斗门校区两个
考点为社会青年考生专用考点。

在疫情防控形势复杂的当下，
高考不仅是对考生成绩的检验，同
样是对全社会的一次“大考”。我市
围绕“平安高考”“健康高考”“公平
高考”“暖心高考”工作目标，市教育
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公安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珠海供电
局等部门通力合作，全力护航高考，
助力学子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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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成立教育系统高考工
作领导小组，设立考务工作、疫情防
控、安全应急、试卷安全、后勤保障等
9个工作小组。今年，高考防作弊措
施再升级，每个考场由2名监考员增
加到3名监考员。目前，已完成474
个考场编排和1584名考务人员的选
派工作。

6 月 5 日 ，市 教 育 局 组 织 了
2022 年普通高考考点学校考务培
训，负责考务、信息、防疫的工作人

员前往全市10个普通考点，对监考
老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全
面、具体的培训。

市教育局局长习恩民表示，要统
筹做好考场疫情防控和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
序进行，确保万无一失；要严格按照规
定流程，有序做好考务工作，确保考试
公平公正；要扎实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考试环
境。

为确保高考工作有序、安全、平
稳、顺利进行，我市各高中积极推出暖
心举措。

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
级中学，临近高考时，学校用两周时
间对标高考作息时间设置科目学
习，安排适应性考试，考前模拟演练
高考全流程，帮助考生提前熟悉入
场流程，提高应考必备素质和能
力。同时，该校根据各类考生的特
点，开展了“线上+线下”“室内+室

外”等多种形式的心理辅导，有效缓
解考生焦虑和紧张的情绪。

作为高新区高考考点，为把暴雨
等恶劣天气对今年高考的影响降到
最小，该校加强与交警等相关部门联
系，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帮助，并根
据考点的地形、地理位置、校舍情况，
由专门小组确定灾害隐患点，及时处
理和整改。在考务工作方面，该考点
搭建帐篷，构筑防雨通道，保证考生
安全进入考场。

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考试环境
考点

今年，和风中学共有720名考生
前往斗门一中考点参加高考。3天
时间里，考生们需要多次往返和风中
学和斗门一中，交通保障成为重中之
重。

记者了解到，和风中学提前联系
了17辆大巴接送考生，落实车辆保
养维护和相关证照的查验工作，并与

交警部门一同实地考察规划行车路
线。斗门镇南门市场附近路段正在
维护，路面较为狭窄，为避免产生堵
车隐患，相关部门已对该路段采取了
临时拓宽措施，让考生赴考之路畅通
无阻。

此外，和风中学还做好食品安
全、疫情防控、供电供水等相关保障

工作。每场考试开始前，高三年级教
师将在学校送考，部分相应学科的教
师在斗门一中迎接。对于走读的约
50名考生，和风中学安排了专门教
师跟进，确保他们在高考期间能及时
到场、准时参考。

在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
将有818名学生前往广东实验中学

珠海金湾学校考点参加考试。两校
之间有近30公里的路程，保障道路
顺畅是重中之重。为此，该校提前
与金湾交警大队合作，在校区与考
点之间往返三次，确定交通路线，
对沿路的安全隐患点、高速弯道和
出入口、考点路段停车等相关事宜
进行了确认。

让考生赴考之路畅通无阻
交通

记者从珠海公交集团获悉，途
经市一中、市二中、斗门一中、市实
验中学等10个考场周边的81条公
交线路运营将采取重点保障措施，
确保考前、考后时间段上述线路运
力充足。高考期间，上述线路共计
安排5470个班次，方便考生出行。

在前期准备阶段，公交集团已

加强车辆的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
工作，保证上路运营车况良好。高
考期间，公交集团全体司乘人员将
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各种帮助。
高考考生在乘坐公交车或公交集
团旗下出租车时，若发现没带零钱
（公交卡）等情况，向公交驾驶员出
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行车中

若遇车辆故障，司机将优先为考生
提供咨询、换乘和召唤的士等协
助。

结合各考场的分布范围，公交
集团将在10个考点附近公交站场储
备充足的应急运力，并安排做好服
务保障及值勤工作，维护候乘秩序、
及时调配车辆，全力保障考生出

行。按照要求，所有公交车辆均落
实规范的清洁消杀和通风措施。驾
驶员在考试时间途经考场附近道
路，行车速度不超过30公里/小时，
同时做到禁鸣喇叭。公交集团提醒
广大考生，高考日也是工作日，为保
障按时、顺利到达考场，考生请合理
预留出行时间。

公交为考生提供贴心服务

天气预报显示，高考期间有强降
雨。为此，参与第十五届珠海高考爱
心车队公益活动的爱心司机已经准备
就绪，与提前预约的考生逐一对接，落
实接送地点和具体时间。

据了解，这些爱心司机常年从事

运营车辆驾驶工作，在强降雨天气出
行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司机们表示
一定会克服困难，帮助考生以最短时
间抵达考场，不负重托。

据悉，今年的高考爱心车队公益
活动由市交通运输局、团市委、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珠海传媒集团、市出
租小汽车行业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
组织，来自柏顺、柏宁等13家巡游出
租车公司和如祺、滴滴、T3三家合规
网约车出行平台的共计200辆车和
驾驶员参与。爱心车队将竭力为有

需要的考生免费提供赶考出行服
务。爱心送考车辆车身统一张贴高
考爱心车队的标志以便识别，交警将
为贴有爱心车队标志的车辆开辟绿
色通道，确保送考车辆能够及时、安
全抵达考场。

爱心车队已准备就绪

据市气象台预测，6月7日-9日
高考期间，我市雷雨频密，天气较为
恶劣。对此，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
局创新高考保障模式，加大数字化技
术应用力度，利用南方电网“智瞰信
息系统平台”移动端APP对全市的
易涝、水浸黑点做好隐患排查、在线
监测，防止附近考点及重要设施供电
出现问题。目前，珠海供电局已启用

保供电一级标准，将确保各考点学校
供电设备“零故障、零缺陷”运行。

“通过以上系统，我们每一个现场
保障作业班组都可以看到全市72个
城市易涝、水浸黑点的定位。根据准
确定位，我们会在考前对这些风险隐
患点进行一次全面的防汛排查，为考
生营造安全可靠的用电环境。”香洲供
电局运维一班工作人员李子介说。

除了掌上调度、数字护考外，珠
海供电局还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做
好设备运维和优质服务，全力护航
高考。据悉，早在5月中旬，珠海供
电局就与市教育局、各考点学校建
立沟通联动机制，对接需求，对涉考
电力设施和路线“一对一”进行隐患
排查和应急值守，制定了详细的保
供电方案。

截至目前，珠海供电局共出动
高考保供电作业人员 280 余人次，
对所有考点涉及的供电线路开展了
地毯式排查，通过综合运用无人机
巡视和夜间测温等检查方法，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42处。此外，该局还
准备了11辆应急发电车投入到此次
高考保供电工作当中，随时做好应
急处置准备。

确保供电零故障零缺陷
供电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局获悉，参加
2022年普通高考的考生和考务人员核
酸检测结果出炉，12365人次核酸检测
均为阴性。

按照《珠海市2022年普通高考组
考防疫工作方案》要求，6月5日，市卫
生健康局组织医护人员到校对参加
2022年普通高考的考生和考务人员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其中在校高考考生到
校参加核酸检测，社青类考生自行到社

区便民点进行核酸检测，6月7日凭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考点。
据统计，当日累计采样12365人次，核
酸结果均为阴性。

市卫生健康局提醒广大考生，如果
在考前出现发热、干咳等新冠肺炎相关
症状，应立即向学校报告。各位考生不
要因为担心出现相关症状可能参加不了
考试就隐瞒不报，各个考点已经准备了
充足的备用隔离考室。

考生和考务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6月6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市市场监管局已对相关学校食堂、供餐单
位及校园周边餐饮经营商户采取全覆盖
监管检查，严格审查菜单，避免高风险食
品进入，最大限度消除学校校园及周边地
区的食品安全隐患。考点学校食堂使用
的米、面、油、肉及肉制品、食盐等原材料、
成品或半成品、餐具等均已抽检。

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对考点
食堂派驻监管人员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开展现场食品快筛快检。在“互联网+明
厨亮灶”监管平台的支持下，若食堂有违
规行为，将被实时抓拍并识别。市市场
监管局要求各供餐的考点及考生生源学
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规范
操作防止食品交叉污染，加工制作禽蛋
类产品前要彻底清洗蛋壳，冷冻食品原
料应采取正确的解冻方式，避免因解冻
不彻底或交叉污染造成食品安全事故。

对于考生及家长，市场监管部门也

给出了考试期间的饮食安全提醒。如果
是在家饮食，购买食材应选择新鲜、无腐
败变质原料，认真清洗并做到烧熟煮透；
加工用具、砧板、容器生熟分开，避免生
熟食品交叉污染；考前切忌盲目改变食
物种类，不轻易食用以前未吃过的食物，
以免引起食物过敏或肠胃不适；考试期
间不食用生食、冷食、裱花蛋糕、四季豆、
生鲜黄花菜、发芽发青土豆、野生菌、来
历不明的野菜等高风险食品，不加工食
用过期的湿粉类食品以及隔天泡发的木
耳或银耳；不盲目食用按秘方、偏方泡制
的酒。考试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就餐，也
尽量不选择网络订餐。若需在外就餐，
考生要选择到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
证》、食品安全量化等级为B级以上、严
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餐厅用餐，不到
无证小店和街边小摊就餐。考生避免食
用冷链即食等食品，若必须选择即食食
品，应尽量购买当天生产的产品。

切忌食用高风险食品

防疫

天气

饮食

加油！各位考
生。祝你们考出理
想成绩，不负青春
年华！图为北师大
珠海附中高三学生
考前合影。

考点设置安保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