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二维码了解高考期间
城区出行及考点周边停车场。

天气

本报6月5日讯 进入6月，
阴雨登场，连绵不断。高考在
即，7至8日湘南地区尤其要防
范局地强降雨、雷暴大风对考
生出行和英语听力的影响，较
为舒适的气温对考生出色发
挥有利。 今天下午，省防指召
开防汛会商会，要求各地要着
重保障考场和考生的防洪安
全，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6日至8日， 正值高考期
间。 据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
这段时间全省气温整体适宜，
雨日较多；湘南受台风低压外
围云系影响，降雨较强，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性天气发生。预计：6日湘
中以南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
雷阵雨， 其中湘南局地暴雨，
其他地区多云；7日湘西北多
云，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
阵雨， 其中湘南部分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8日全省阴天有

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
湘南部分大雨，局地暴雨。

省防指指出，6月是降雨
频繁期、防汛关键期，各地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强降雨防范
工作，尤其是前期降雨较少的
衡阳、郴州、永州等地区，要严
防思想松动、工作松劲，全面
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省防指强调，应对本轮强
降雨，必须把确保群众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总的目标是不死
人、不溃堤、不垮库。要突出山
洪地质灾害防御，水库堤防防
守和城市内涝防范等重点，明
确职责、落实责任。高考即将
开始，各地要着重保障考场和
考生的防洪安全，确保高考顺
利进行。各级责任人要迅速到
岗到位、履职尽责，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通讯员 谭萍 周慧

本报6月5日讯 长沙交警今
天发布高考期间城区各考点周
边道路交通情况分析。高考期间
（6月7日、8日），为确保考试顺利
进行， 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届
时将对考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
疏导或临时性管控等措施。

目前， 长沙市整体全天呈现
明显的“双峰”结构，早晚高峰拥
堵较为严重。 根据历史情况分析
得出， 今年高考期间两天全市城
区道路拥堵总体情况较高考前两
日会有所缓解。 主要原因为高考
期间各中学均已放假， 早晚高峰
期间接送小孩上下学车辆明显减
少，同时为了给高考考生让行，许
多市民高考期间自发地选择公共
交通出行。

根据历史情况分析得出，
高考期间全市城区早高峰峰值
时间有一定提前, 早高峰将于
7:30-8:00左右达到拥堵峰值，
晚高峰将于17:30-18:00左右

达到拥堵峰值。
长沙交警同时公布了部分

高考考点周边停车场情况，民警
提醒，考生和送考人员提前了解
送考路线和考点周边交通情况，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送
考的家长事先熟悉考点附近道
路通行线路， 预留充足出行时
间，避免误考。同时要提前了解
考点周边停车场，不要将车辆违
法停放在考点周边道路上，给其
他考生及市民出行造成影响。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本报6月5日讯 今天下午，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全省视
频会议， 部署推进高考期间爱
心护考工作等重点工作。

为全力做好高考期间“爱
心护考”工作，全省公安交警部
门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考点及
周边道路管控， 净化校园门前
及周边道路交通环境。 对高考
公务用车和接送考生车辆发生
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 将在教
育警告后及时放行； 对严重违
法，在不影响考试前提下，妥善
处理。 对发生涉及考生交通事
故的，将迅速出警、快速处理，
必要时帮助联系车辆转送考
生。设立护考小分队，配备警用
摩托车， 加强通往考场主要路
口和重点路段的巡逻， 为遇有
交通拥堵、 发生交通事故以及
忘带身份证、 准考证的考生开
辟“绿色通道”。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通讯员 雷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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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5日讯 6月6日
下午，全省261个考点、1.34万
间考室将对所有考生限时开
放，同时还将举行安检演练和
英语听力模拟考试测试，考生
记得前往踩点，为高考做好充
分的准备。另外，省教育考试
院下发了网上填报志愿工作
实施方案，提醒广大考生别在
网吧等公共场所填报志愿。

将踩点当成模拟赶考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罗桂
香透露，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考
区范围内随机编排考号， 并直
接由省里统一运用计算机程
序进行随机编排， 这可能使不
少考生不在所就读的中学考
点参考。因此，考生一定要提前
查看考试地点，掌握好时间，按
照学校的要求，对自己的住宿、
交通、 出发时间和路线等做好
周全考虑，以免耽误考试。

长沙一考点相关负责老
师提醒，考生踩点时可以当作
一次模拟赶考，要安排好出行
的线路和交通工具，同时要熟
悉考场周围环境， 消除陌生
感。考生一定要亲自到场了解
考场情况，若发现考试座位有
桌椅损坏等情况要及时与负
责老师沟通。今年安检时间从
每科开考前35分钟开始，考生
在踩点时要按照高考安检要
求，有序接受安检。

禁止在网吧填报志愿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网上
填报志愿， 考生从6月26日起
开始填报。网上填报志愿系统

分为考生子系统和管理子系
统，考生子系统提供Web版和
客户版， 管理子系统只提供
Web版。考生通过考生子系统
Web版先确认本人户籍信息，
再填报各批次志愿和各批次的
征集志愿，考生子系统Web版
登 录 网 址 为 http://www.
hneao.cn/ks。 填报志愿时，统
一按照“口令卡”上的密码或者
通过系统绑定的经本人验证的
手机号码接收的短信验证码确
认本人志愿。

填报时，如出现不能正常
填报或保存等异常情况， 各地
要及时报告省教育考试院信息
处， 由省教育考试院按照应急
预案启动相应处理措施， 各市
州、 县市区和所属报名点（中
学）须快速予以响应和执行。

省教育考试院要求，各级
管理用户要做好用户名和密码
的保密工作， 不允许把自己的
账号转借其他人使用， 不允许
在不安全的网络环境中登录，
禁止在网吧等公共场所填报志
愿。 各地应组织考生在填报志
愿前填写志愿草表， 合理安排
上网填报时间， 避免长时间上
网在线操作。 在志愿填报时间
截止前，各报名点（中学）应统
计未填报志愿考生的信息，提
醒相关考生按时填报， 并做好
上线考生未填报原因登记。填
报时间截止后， 考生不能再修
改本次填报的志愿信息。要加
强考生志愿数据的保密管理，
对考生的志愿和联络等信息，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一
律不得擅自对外泄露，也不得
替考生填报志愿或更改考生志
愿信息。 ■记者 黄京

今天下午“踩点”要注意这些事项
6月26日开始填报高考志愿，禁止在网吧等公共场所填报

本报6月5日讯 今天，长沙
约50名志愿者组成了两支爱心
护考志愿队， 积极热情地为考
生和家长服务。

从事心理咨询行业的欧阳
敏是志愿者之一，“今年我们更
看重家长的心态， 家长的压力
比孩子大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
担。”欧阳敏说，主要通过物资和
心理咨询两大方面进行护考，
“在考点， 认真观察学生家长的
情况，像焦虑、中暑、压力大等情
况发生进行及时的处理与安抚，
有需要的， 还可全程陪护、接
送。” ■记者 刘镇东

全省气温适宜利于考生发挥
省防指：着重保障考场和考生的防洪安全

看看考点周边哪些地方可停车
高考期间早高峰提前至7:30-�8:00左右

考生及家长可免费乘地铁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6
月7日-8日，长沙地铁1号线、2号
线全线车站将为高考生开辟“绿
色通道”，凭准考证，考生以及不
超过两名家长可通过“绿色通道”
免费坐地铁。据悉，今年是长沙地
铁“爱心送考”第5年。

地铁1号线、2号线共42个站
点全部设置有“绿色通道”。“绿色
通道” 大多设置在车站客服中心
旁， 车站安排有专人在通道处值
守， 考生可凭准考证优先进出车
站、免费乘坐地铁，涉及考生的乘
客事务也将得到优先处理。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湖南交警为忘带证件
考生开辟“绿色通道”

志愿者
为考生疏解焦虑

长沙铁路第一中学———袁家岭站（2号出入口）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溁湾镇站（1号出入口）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梅溪湖西站（4号出入口）

考点对应的地铁站名及出入口

1号线
长郡中学———南门口站（1号出入口）
雅礼中学———侯家塘站（3号出入口）
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涂家冲站（4号出入口）

2号线

出行

6月5日，民警与志愿者一起为爱心车主张贴“爱心送考绿色直通车”标志。 记者 徐行 摄

爱心护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