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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近日#周口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深

入到各个考点#检查设备运行状况#提升电网安全水平#确

保高考期间用电万无一失$

开展红外成像普测#限期完成所辖变电设备的隐患排

查#对设备发热问题提前处置消缺#将向高考考点供电的

变电站列为重点检查对象# 确保高考期间设备安全运行%

合理安排运行方式# 科学预测保电期间电网负荷变化#通

过用户转移&线段转切等手段#调整保电期间保电场所电

源线路运行方式# 调整可能影响高考保电的停电检修计

划#降低线路运行安全风险%加强人员值班#对涉及高考保

电的无人值守变电站#恢复人员值班#加强变电设备的巡

视次数#确保发现缺陷#及时操作处理%成立保电抢修小分

队#实行
!"

小时值班制度#准备充足的备品备件#确保快

速高效应对高考期间的用电故障$ 线索提供!张岩 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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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月红"昨日#记者

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 交警部

门已启动高考交管工作预案及应急预

案#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据市公安交警支队有关人员介

绍#从即日起#市交警支队制订科学&

具体的交通疏导方案#开辟绿色通道#

为押运试卷和接送考生的车辆提供通

行方便#在必经路口设置禁鸣提示牌%

#

月
$

日和
%

日# 在市招办门前和每

个考点部署
!

名民警进行交通疏导

!市招办执勤民警需
#

时
&'

分到岗"#

保证试卷运输车辆安全进出和参考

人员出入畅通%在考场周边增加警力#

疏导交通#保证车辆停放有序#保证参

考人员出入畅通$ 同时在高考期间的

车流&人流高峰期#根据现场情况实行

临时性交通管制# 确保考生和考试车

辆的交通安全$ 对运送考生的车辆#

做好安全检查和疏导# 加强对司乘人

员的安全教育#严禁超员超载$

'高考期间#所有上路执勤的交警

巡逻车#遇有考生或考生家长求助时#

将全力以赴提供服务和帮助$(市公安

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

要求全体执勤民警#规范执法#热情服

务#切实为广大考生服务$ 同时#他们

将在各考点安排专门执勤警用车辆#

负责应急&护送和需要接送的考生#帮

助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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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一" 为给广大考

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

防止和减少噪声扰民# 从
(

月中旬至

高考结束# 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重

点对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

输噪声& 社会生活噪声等进行了专项

整治$

据了解#连日来#该支队执法人员

分别走进学校附近施工企业& 临街商

铺#向他们宣传相关规定#并同业主签

订了)噪声控制承诺书*#要求在高考

期间# 各建筑施工单位停止使用产生

噪声设备% 商业店铺严禁使用高音量

音响设备进行宣传或招揽顾客# 避免

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据市环境监察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环境监察支队在坚持
!"

小时安排

值班的同时# 每晚还会安排执法人员

对市区进行巡查# 从严处理影响考试

环境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市民一旦

发现违法施工行为 # 可拨打电话

)!&#*

进行举报$ 此外#高考期间#每

个考点都将安排
!

名环境执法人员轮

换值守# 并部署应急队伍在各考点巡

查#处理各类环境突发事件#确保考生

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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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

月
"

日#由

市城管办牵头#市文明办相关人员&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等组成的督查

组#对
(

月份四个区的城市管理工作&中

心城区的交通秩序管理工作和第四次

城管委全会上安排部署的工作重点进

行督查$ 督查人员发现经过两个多月来

持续不断的集中治理# 中心城区交通秩

序和四区的城市管理工作均有所提升#

一些管理难点基本得到解决% 城区主次

干道在大型清扫机械和洒水车辆的作

业下#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桥头&广场经

过'三定(!定人&定岗&定时"管理#成效

明显$ 美中不足的是# 四区所辖个别次

干道上打场晒粮现象普遍# 中心城区多

个车站&医院&商场门前依然存在着三轮

车& 电动车乱闯机动车道& 等客拉客现

象#为城区的交通秩序添了不少堵#需要

加强管理$

当天上午 # 督查组一行沿着七一

路& 大庆路& 庆丰路& 周口大道& 文昌

大道& 东外环路& 周项路& 太昊路& 莲

花路& 中州大道等主次干道一路走来#

对道路两侧的市容市貌进行了察看$ 在

川汇区示范路七一路 !中州大道至大庆

路" 上# 沿线商铺都能自觉守规# 基本

没有占道和出店经营现象# 特别是七一

路文明路口& 七一路五一路口& 七一路

六一路口& 万顺达商场门前& 联通公司

楼下& 中州大道原纸箱厂路口等几个乱

点# 督查组发现在川汇区各办事处城管

队员的严防死守下# 以前乱哄哄的马路

摊点消失得无影无踪# 市场被管理得井

井有条# 洒过水的路面格外清新% 市交

警支队
#

个交巡防大队辖区内交通秩序

巩固得也很到位# 每个繁忙路口都能看

到交警忙碌的身影$

在东新区示范路文昌大道 !大庆路

至人和路"上#路面卫生比较干净#每个

大小路口都有城管队员蹲守# 临时市场

经营秩序较为良好$不过#在周口卫校和

周口科技学院几所学校周边# 河沟里依

然垃圾成堆# 虽经多次通报依然无人清

理%在大成路与文昌大道交叉口&文昌生

态园门前# 还有新修好还没有通车的东

外环路上# 农民刚刚收割下来的小麦几

乎把慢车道全部铺满# 打场晒粮情况十

分普遍#有待整治$在开发区示范路太昊

路!中州大道至朝阳路"上#督查组一行

人看到沿线卫生状况良好# 不时看到有

环卫工人在打扫#路面比较干净$但太昊

路上的'金龙鱼(食用油厂门前#慢车道

上停放了很多运送原料的大货车# 有些

甚至停到了快车道上# 让开发区的市容

市貌打了折扣$ 在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

聚区示范路周项路 !大铁牛车辆有限公

司至李埠口派出所"#看得出卫生打扫下

了一番功夫#虽然人行道还没有硬化#但

家家户户门前都打扫得比较干净$ 不过

沿街商铺的出店和占道情况依然存在$

大铁牛车辆有限公司门前及周项路沿线

河沟里的垃圾经过集中清理# 被重新垫

了土# 相比上次检查时整体卫生状况有

了明显改善#进步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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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设 %个考点 &+)个考场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

#

月
$

日 #

!+)(

年高考将拉开大幕$ 记者昨日获

悉# 今年全市有
%!()$

人报名参加高

考#报名人数仍居全省第一$ 我市报名

人数最多的考区是淮阳县# 考生报名

人数为
))(+(

人$

据了解#全市共设置
)+

个考区
#%

个考点
!($%

个考场#其中市区
%

个考

点
&+)

个考场#分别是周口一高&周口

二高& 周口三高& 周口第十八初级中

学&周口第十九初级中学&周口第二十

二初级中学& 周口市纺织路小学和周

口科技职业学院$

今年高考# 我省继续实行 '

&3

文

综
4

理综(的考试科目设置方案 #考试

时间为两天$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语

文+

#

月
$

日
*

时至
))

时
&+

分%数学+

#

月
$

日
)(

时至
)$

时% 文综
4

理综+

#

月
%

日
*

时至
))

时
&+

分%外语+

#

月
%

日
)(

时至
)$

时$ 根据安排# 明天下

午#考生可到考场提前熟悉考场环境#

试听英语听力$

就如何保障考生以饱满的精神和

最佳的心理状态参加高考# 记者昨日

采访了有经验的高三班主任李老师#

李老师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
"

条建

议+ 一是考生要调整好心态# 放松心

情# 家长在考试期间千万不要给考生

施加压力#避免过激语言的刺激%二是

考生要注意劳逸结合# 应特别注意避

免身体伤害#以免影响考试%三是家长

要安排好考生的一日三餐# 注意加强

考生营养#确保饮食卫生%四是熟悉考

场时#应粗略计算从家到考点的时间#

再加上可能会出现的堵车所需要的时

间#提前出发#以免迟到$

此外#李老师提醒考生#今年高考

期间#所用的文具由考区统一配发#考

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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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窦娜"又是一年高

考日#天气情况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

的一大焦点$ 昨日# 记者从市气象局

了解到#高考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为

主#最高气温在
&!-

至
&&.

之间$

#

月
"

日市气象台根据气象资料

分析#预计高考期间我市以多云天气

为主#

#

月
$

日多云#

#

月
%

日晴天到

多云$

'虽然天气以多云为主#但是面对

维持在
&+.

左右的温度#考生家长还

是应该为考生准备各种解暑降温的

饮料$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考生一定

要避免饮用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

成肠胃不适$ ( 市诊所协会理事郭宗

辉提醒广大考生#保持正常的饮食规

律#切忌大鱼大肉$

市民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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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高考在即#为

了助力高考#近日#我市不少市民在微

博&微信&论坛上发出倡议#希望各位

私家车主在高考期间少开两天车#为

考生让路$

昨日# 记者在微信上看到不少有

关让路高考的倡议帖# 市民展先生在

微信上发出+'学子和家长备战已久的

高考即将到来$ 在此向广大市民发出

倡议+

#

月
$

日和
%

日是高考日# 让路

高考#少开两天车$ 高考期间#希望您

能给爱车放个假#尽量选择步行&自行

车或公共交通等绿色方式出行# 让出

一条高考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一朝金

榜#当他们为未来挥洒汗水#让我们默

默让出一条畅通的青云路# 以行动助

力高考$ (市民王女士则发出一条为考

生提供一个安静考试环境的帖子+'在

考点周边路段不要按喇叭% 遇上需要

帮助的考生#请伸出援手#积极提供帮

助$ (

展先生和王女士的帖子引起了不

少市民的共鸣#大家纷纷点赞$ '谁家

都有孩子#也总有考试的那一天#给人

方便也是给自己方便# 少开两天车也

没有什么# 我在微信和
55

上发出倡

议后# 已有不少人转发并承诺当天不

开车$ ( 展先生表示#他将用行动为考

生让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不给

考生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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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月红"市公安机

关结合全市考点工作实际# 制定周密

高考安保方案#认真排查&集中整治可

能影响高考正常进行的治安隐患#严

格落实各项安全保卫措施# 坚决打击

涉及高考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全力

以赴做好高考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据悉#高考期间#城区
%

个考点#

每个考点安排执勤民警
"

名# 其中治

安民警
!

名&交警
!

名$各警种可根据

管辖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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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增派警力# 切实加强考点及周边安

全保卫工作$ 从
#

月
"

日起至高考结

束# 公安机关将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

管#努力净化考试环境$ 落实专人#加

大招生考试期间的网上巡查工作力

度#会同教育部门及时对微博&

55

群

加强监测#及时发现&通报&处置有关

'出售高考试题及答案(&'出售作弊器

材(&'代考(&'招生中介( 以及有关招

生工作的谣言等有害信息#按照'先删

后查(的原则#及时处置#净化网络环

境%涉及境外有关网站&网页的#及时

报告封堵%对发布违法信息#构成犯罪

的#依法查处$

警方提醒#高考期间#社会车辆应

当尽量绕行考点周边区域# 以缓解交

通压力$如需经过考点及周边区域时#

要注意行车秩序& 安全礼让& 不鸣喇

叭#服从执勤民警的指挥疏导$考生一

旦出现忘带证件& 被堵在路上或走错

考点耽误考试等情况#要立即拨打
))+

报警电话#或向路边执勤交警求助$

!#

月
"

日"一所中学的高三学生在教室里用放气球的方式舒缓心情#

!+)(

年全国统一高考即将于
#

月
$

日至
%

日举行"部分省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

*

日仍安排有考试科目# 今年全

国高考报名考生共
*"!

万人# ! 牟宇 摄"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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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近日#我市消防部门开展安全检

查&消防知识培训等#最大限度地消除火灾隐患#确保考

场消防通道安全畅通$

#

月
!

日至
&

日# 商水县消防大队深入辖区高考考

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消防设施逐个测试$ 针对检查

存在的问题#检查人员逐一提出了整改措施#并督促学

校负责人能当场整改的立即当场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

责令其在高考前限期整改$

为切实加强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

月
)

日#太康

县消防大队对全县
&+

名中心校校长进行消防安全知识

培训$ 通过培训#参会人员了解了如何防火&如何报警&

如何火场逃生等消防常识#同时提高了参会人员的消防

安全意识和学校消防管理水平$

线索提供!马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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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高考临近# 周口市

工商局川汇分局采取多项措施# 切实

加强校园周边市场监管# 全力护航高

考$

该局一是加强食品市场监管#严查

无照经营&制售'三无(&假冒&过期和

来源不明食品等违法经营行为% 二是

加强文具用品市场监管# 对辖区内文

具用品店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查

看所销售的
!6

铅笔& 橡皮等考试用

具质量是否合格#严禁出售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的考试用品# 以保证考生顺

利完成考试% 三是加强保健品市场检

查# 严查制售假冒伪劣保健品及其虚

假宣传行为%四是畅通消费维权渠道#

充分发挥
7!&7(

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

作用#坚持
!"

小时值班制度#积极受

理消费者投诉# 确保高考期间校园周

边市场消费安全$

截至目前# 该局共检查各类经营

户
!"'

余户# 发放宣传资料
&'''

余

份#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7"

份#查扣

不合格食品
%'

余袋!瓶"#取缔无照经

营
&

户$ $何立场 杨坤%

鲁山县一老年公寓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商水县公安局舒庄派出所组织民警对

全乡中小学校&幼儿园&民营企业&网吧等人员集中的地方进行消防&电路等安全检

查"发现隐患"现场整改' 同时"组织民警到学校&幼儿园对孩子们进行逃生演练# 图

为该乡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民警的指导下进行逃生演练#

!乔连军 摄"

低保怎能轮流'吃(

市民伍先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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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戚祝老太太"是沈丘县刘湾镇前许村

人"今年
$'

多岁"老伴
&

年前去世了"

"

个闺女也出嫁了"家里三间土坯房"墙都裂开

了"用棍撑着# 两个月前"她的低保被取消了"问村干部"村干部说"低保轮流着(吃)"

不能让她一个人(吃)了* 有的人条件可好"都年年吃"她的却被取消了"为此"老人心

里很难受' 希望有关部门能过问一下' 本报记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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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畅 邬慧颖

让儿童健康+ 快乐& 幸福地成长"

一直是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共同努力的目

标, 实现这个目标" 不仅需要强化每一

个成年人的责任" 更需要个人& 社会和

国家共同为儿童守住安全的底线,

从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到严禁

出版传播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出版物等

法规相继出台" 保护未成年人的法规正

日趋完善" 但人身伤害& 食品安全等问

题仍然屡屡对儿童造成伤害, 溺水& 家

暴& 性侵& 拐卖等惨剧的发生更令人痛

心,

对于尚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来

说" 成年人就是他们全部的依靠" 发生

安全问题" 成年人难辞其咎, 监护人是

否履行了自己的监护职责" 社会各方是

否尽到社会责任" 规章制度是否保护到

儿童安全的方方面面" 值得每一个人反

思,

日前" 中国消费者协会呼吁政府有

关部门针对有关儿童食品制定和实施严

格的法律规范和标准规范" 中国互联网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也向社会发出

倡议书"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营造健

康的网络环境, 但仅靠呼吁还不够" 必

须明确伤害儿童的红线" 一旦逾越必须

严惩,

关爱儿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新的历史时期" 儿童问题凸显对关爱

儿童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 要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制度, 我们要用制度之网守护儿童安

全" 用心呵护儿童成长" 为孩子守住安

全底线,

逃生演练保安全

个别次干道上打场晒粮现象亟须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