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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王琳
琳）国家卫健委官网日前发布10条2020
年高考防疫家长关键提示。其中提醒，
家长帮助孩子准备好口罩、手套、速干手
消毒剂等个人防护和消毒用品，提醒孩
子严格按照考试规定，携带准考证、身份
证以及相关考试用品、防护物品。

疫情让今年高考与以往不同，关键
提示提醒家长也要做好个人防疫。比
如，考前及高考期间做好自身的健康监
测，如有异常，应向考生所在学校报告，
并及时就医。身体不适时，尽量减少与
考生直接接触。家长宜尽量减少外出，

减少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避免前往
人员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场所。如需外
出，应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保
持1米社交距离、加强手卫生。

送考时，关键提示提醒家长自觉维护
考点周边秩序，遵守各考点送考区的相关
制度，不进入考点警戒范围，嘱咐孩子按考
点指示图或工作人员指引进入考场。将孩
子送至考点顺利进校后，自行离去，不聚集、
不扎堆，减少交谈，避免交叉感染。同时做
好个人防护，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等。

选择休息场所时，关键提示提醒有
条件的考生在考试间隔期间应回家休

息。如需订酒店，尽量采用预约方式，缩
短到店时间，提前了解酒店要求，准备好
每个人的身份证、健康码等。到店后尽
量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避免人群聚
集。进入房间，对公用设备、设施如卫生
间和门把手等表面可做清洁消毒，并建
议自带个人用品。

在准备考生饮食时，关键提示提醒食
物应烧熟煮透，家庭制备食物注意关键环
节卫生，保证食材新鲜，加工和存放时注
意生熟分开。外购即食食品要注意食品
的保质期和储存条件。在外就餐时，注意
做好防护，减少就餐时间，使用公勺公

筷。考试期间坚持规律饮食，家长给孩子
多准备清淡、易消化食物，三餐膳食要营
养均衡，早餐忌过饱，午餐要荤素搭配，晚
餐以清淡为主，不宜喝浓茶和咖啡。

在缓解考生心理压力上，关键提示
提醒家长考前要按照高考的时间安排调
整孩子作息，根据孩子的身体素质，选择
适合的运动项目和方式稍作放松，高考
期间不可运动过量。同时，家长要关注
孩子的心理状态，营造温馨、放松的家庭
氛围。可以跟孩子多谈心，减轻孩子的
心理压力，积极、正向鼓励孩子乐观面
对、从容应对高考。

考 前 家 长 须 知 ！

国家卫健委发布10条高考防疫家长关键提示

新华社哈尔滨7月
6日电（记者 王君宝）7
月 6 日 9 时 30 分，500 多
名考生在测温、扫码后,
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
的 大 杨 树 站 ，登 上
K5117 次“高考专列”，
前往 100 多公里外的阿
里河镇参加高考。这是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
有限公司连续第 18 年
开行“高考专列”。

大杨树镇地处大兴
安岭南麓，是鄂伦春族、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
少数民族聚居地。由
于高考考点设置在旗
政府所在地，大杨树镇
考生每年都要去 100 多
公里外的阿里河镇参加
高考。

“高考专列”开行
前，由于交通不便，考生
和家长要多次换乘汽
车、火车才能到达考点，
出行不便。

2003 年，原哈尔滨
铁路局为解决考生出行
难、交通成本高等问题，
决定每年高考前开行大
杨树镇至阿里河镇“高
考专列”。今年是“高考
专列”连续开行的第 18
年，已累计往返运送考
生约3.4万人次，有7000
多名学子实现大学梦。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主动承担
社会公益责任，专门调派
机车、车辆和乘务人员开
行“高考专列”。虽然随
着地方经济发展，大杨
树镇至阿里河镇的交通
更加通畅，但在很多师
生和家长心里，乘坐“专
列”去高考已是一种情

怀。6日，一些考生没有选择乘私家
车赴考，而是与同学们一同乘坐“高
考专列”。

大杨树镇第二中学教师李佰芳
高考时就是乘坐的“高考专列”，大
学毕业后，她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老
师。6 日她踏上这趟列车，送自己
的学生去高考。

“这趟列车对家庭贫困的孩子
来说仍是必需品，票价便宜，关键是
气氛特别好，这么多年来，绿皮车也
升级成了空调车，乘车环境越来越
舒适。”李佰芳说。

今年，铁路部门为每名考生准
备了防疫爱心盒，里面装有口罩、消
毒纸巾、纪念车票等小礼物，还免费
为师生及家长发放纪念信纸，请考
生、家长记录下高考前的心情。列
车上还配备专业摄影人员，让考生
们可以在列车上拍摄“毕业照”。大
杨树镇的5家爱心企业为所有乘车
考生购买了往返车票，让考生们可
以免费乘坐“高考专列”赴考。

新华社合肥7月6日电（记者 周畅）
6日下午，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召开了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高考，安徽省各市
县卫健疾控部门派驻疾控人员1269人在
考试一线专责防控，每个考点增设一名
疾控专职副主考。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新
闻发言人胡雨生介绍，安徽省制定了《考
试期间“安康码”应用方案》，自主开发

“安康码”统一核验平台，通过应用后台
数据，加强对考生、考务人员、评卷教师

等健康信息的监测和管理，对非绿码人
员逐一了解，进行核实、转码。从 6 月 23
日起，对考生和考务人员“安康码”信息
进行监测，全面动态掌握涉考人员健康
情况。

此外，安徽省从试卷印制、运送、考
场设置、考试人员进入考场、防护和消
毒、降温通风等环节，逐一落实防疫措
施。每个考点增设一名疾控专职副主
考。配足防疫物资，设置了隔离考场、隔
离设施。每10个普通考场设1个备用隔
离考场（每个考点不得少于 3 个）。加强

考场入口体温检测，所有进入考点人员
必须测量体温，37.3℃以下方可进入考
点。

安徽省气象局在 7 月 5 日将重大气
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对
此，胡雨生表示，安徽省已制定了相关指
导意见。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下，对高温、
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分别制定有针对
性防范、应对措施。同时，与安徽省气象
台沟通联系，加强考试期间气象趋势预
判，适时提醒和督促各地调整工作重心
做好应对。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熊丰）
记者 6 日从公安部获悉，为确保 2020 年
度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顺利进
行，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涉考违法犯罪，严格落实校园安保措施，
加强考点周边治安检查和隐患整治，为
考生开辟身份证办理等绿色服务通道，
护航平安高考。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
破获涉考刑事案件 30 余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230 余名，收缴无线考试作弊器材
7000 余件（套），为高考考生加急办理身
份证11.3万余张。

按照公安部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组

织民警和治安积极分子 31 万余人次，对
全国 7000 余个考点的周边治安复杂场
所进行集中排查清理，及时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派出 6000 余名民警进驻各级教
育考试中心和高考联合指挥中心，与教
育等部门联勤联动，强化考点出入口安
全防范。同时进一步简化工作流程，对
需要加急办理、换领身份证的考生优先
受理、优先制证，做到当日受理、审核、
签发。

各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对利用互联
网和无线考试作弊器材实施的各类涉考
试犯罪活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破获刑事

案件3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30余名，
收缴无线考试作弊器材 7000 余件（套）。
公安机关强化网上巡查，依法查处了一批
散布高考谣言的网络自媒体账号。

各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开通护考、
救援“绿色通道”，为忘带身份证、准考证
和遇到交通拥堵或极端天气的考生提供
应急通行便利。对发生故障、交通事故
的送考车辆，迅速出警、快速处理，必要
时帮助联系车辆转送学生，确保考生安
全顺利到达考场。同时优化警力部署，
强化考点周边交通疏导，增设道路指引
标识，引导送考车辆有序通行。

全国公安机关全力护航2020年高考

7月6日，在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前来熟悉环境的考生进入考点前有序接受体温检测。
2020年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各地考生来到考点提前熟悉环境，从容应对考试。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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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高考考点增设一名疾控专职副主考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安
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6 日称，已下达
2020 年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共
安排 456.6 亿元，支持全国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
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据介绍，本次投资计划坚持立足
疫情防控急需，在项目安排上重点向
疫情严重地区、急需紧缺领域倾斜，全
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筑牢
疫情防控救治第一道关口，加强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升级改造重大疫情救
治基地，提高危重患者救治水平，储备
一定数量的救治设施设备，应急时服
从国家统一调配。投资计划突出“一
钱多用”，在满足防疫需求的同时，着
力补齐县城城镇化建设短板，推动大

城市大医院“瘦身健体”，全力支持贫
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和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项目建设，保障脱贫攻坚
任务如期收官。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对各地
加强服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坚持按
月 进 行 调 度 ，加 快 推 动 项 目 实 施 。
指导地方统筹用好抗疫特别国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渠道，积
极调整自身财政支出和投资结构，
确保疫情防控设施建设资金足额到
位，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不留白、
不缺位，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
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提供
有力支撑和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王优玲）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
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
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
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
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等
9个新职业。

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15 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三批新职业。此
外，此次还发布了“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
员”等5个工种，同时将“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职业
下的“防疫员”“消毒员”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等
3个工种上升为职业。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刘红霞）
海关总署6日对外发布关于海南离岛旅客
免税购物监管办法的公告，明确对以牟利
为目的从事代购等行为实施相应处罚。

监管办法规定，离岛旅客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海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且自
海关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3年内不得享受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并可依照有关规定纳入
相关信用记录：一，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购买
免税品或将所购免税品在国内市场再次销售
的；二，购买或者提取免税品时，提供虚假身
份证件或旅行证件、使用不符合规定身份证
件或旅行证件，或者提供虚假离岛信息的。

离岛免税商店如果存在将免税品销售
给规定范围以外对象，超出规定的品种或
者规定的限量、限额销售免税品，出租、出
让、转让免税商店经营权等行为，海关将责

令其整改，并可给予警告。
对于在一个公历年度内被海关警告超

过 3 次的，海关可暂停其从事离岛免税经
营业务，暂停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情节
严重的，海关可以撤销离岛免税商店注册
登记。同时，离岛免税商店还应当按照进
口货物补缴相应税款。

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6月29日发布《关于海南离岛
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公告明确，自
2020年7月1日起，海南离岛旅客每年每人
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10万元，不限次数。

我国自2011年4月开始试行离岛旅客
免税购物政策以来，总体运行情况良好。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底，累计购物 1631 万
人次，免税销售额538亿元。

海关总署：

借海南离岛免税代购牟利将被依法依规处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 456.6 亿元中央
预算内投资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为了更好地宣传、推进、
保障民法典实施，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系列图书（七册），即日起在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系列图书，按
照民法典体例设立总则编（含附则）、物权编、合同
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七
册。每册书按照法典章节顺序展开，各章先设导言
以提纲挈领，然后逐条阐释条文主旨、立法背景、含
义，以案释法，通俗易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释义”系列图书出版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温馨）针对美国
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近日
再度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 6 日说，纳瓦罗撒谎成性、造谣上瘾、四处投

“毒”，奉劝纳瓦罗之流尊重事实和科学，摒弃政治
私利高于人民生命的错误做法，不要再胡言乱语、欺
骗世人。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
说，纳瓦罗四处散播的是借疫情对中国污名化的“政
治病毒”。

他说，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最全面、
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1月23日，中国暂时关闭离
汉通道，当时美国官方确诊病例只有1例；1月31日，
美国三大航空公司宣布停飞中美直航航班；2月2日
美国对中国关闭边境，当时美国的公开确诊病例只有
10余例。1月24日至4月8日，也就是武汉“封城”期
间，武汉既无商业航班、也无列车离开武汉到中国其
他城市或海外。4月8日，美国的确诊病例却从两位
数蹿升到了40万例。目前，美国国内确诊病例超过
287万，死亡人数近13万。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
行主任迈克尔·瑞安日前警告称，新冠肺炎不会自动
消失，数据不会撒谎，有关国家应该快速清醒过来。

“中方已经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成果并且
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住了新发疫情，反观美方，又到
底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美方要‘甩锅’推责到什
么时候？”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纳瓦罗曾在书中使用虚构专家“罗
恩·瓦拉”——这是他名字的变体——抹黑中国，世
人早已看穿他的说谎本性、甩锅把戏和反华本质。

“纳瓦罗还是先回答一下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主持
人的质疑吧：为什么美国新增病例远高于世界其他
地区？他也应该回答国际社会的‘灵魂拷问’：美国
政府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真实原因是什
么？实验室关闭与‘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
炎之间有什么联系？美方何时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
专家组赴美国调查疫情的起源？”

“我们奉劝纳瓦罗之流尊重事实和科学，有一点
起码的担当，把应对美国国内疫情、挽救人民生命放
在首位，摒弃政治私利高于人民生命的错误做法，不
要再胡言乱语、欺骗世人了。”赵立坚说。

外交部驳斥纳瓦罗抹黑中国言论：

撒谎成性、造谣上瘾、四处投“毒”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齐中熙）根据《民
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6日民航局再
次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暂停孟加拉优速航空公司
孟加拉国达卡至广州BS325航班运行1周。这是民
航局发布的第三份“熔断指令”，也是对外国航空公
司的首份“熔断指令”。

6 月 28 日，孟加拉优速航空公司孟加拉国达卡
至广州BS325航班上，5名旅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
阳性，触发航班熔断条件。

根据此前发布的《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
班的通知》有关规定，民航局决定对孟加拉优速航空
公司实施航班熔断措施，并要求熔断的航班量不得
用于其他航线。

7月6日，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渔业村的防汛
人员在巡查堤坝。

连日来，为应对赣江江西南昌段沿岸因强降雨
造成的防汛压力，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加大防汛
工作力度，增加巡堤防汛人员和巡堤频次，清理杂
草、灌木，储备防汛物资，以保安全度汛。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区块链
工程技术人员等 9个新职业

民航局发出首份外航“熔断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