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5日，渝北中学考点工作人员介绍监考老师物品指
定存放、监控室、广播室、监考员专用通道等标准化考场设
施。 记者 卢越 摄

6月5日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全市开展食品安全检
查，确保考生吃得放心。图为执法人员来到沙区凤鸣山中学
考点对食堂卫生进行检查。 记者 李珩 摄

6月5日，黔江区几十辆出租车贴上“爱心送考车”标
志。高考期间，黔江区的部分公交车、出租车组成爱心送
考车队，免费接送考生。 特约摄影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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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车无辕而不行，人
无信则不立。”6月5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致全
市2018年普通高考考生的一封信》，倡议全市考
生诚信参考，公平竞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九）》的规定，高考作弊将受到法律惩
处，最高可判7年。此外，9种作弊行为各科成绩
无效，9种违纪行为当科成绩无效。

市教育考试院在信中表示，为保证2018年全
国普通高考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市集中开展了“净
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
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四个专项行动，并在考
试招生多个环节采取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特别
是加大对高考舞弊的查处力度，以综合治理考试
环境、切实维护高考秩序，积极营造公平和谐的考
试环境，努力实现“平安高考”的目标。

市教育考试院同时温馨提醒：“诚信考试光
荣，违规舞弊可耻”。《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都明确了对教育考试违纪作弊行为的

处罚规定，情节严重的作弊行为将给予暂停参加
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3年的处理。其中，高考中
若有9种作弊行为各科成绩无效，若有9种违纪行
为当科成绩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则已将组织考试作弊，买卖作弊器材，非法
出售、提供试题、答案，代替他人考试等行为纳入
刑法范畴，高考作弊将受到法律惩处，最高可判
7年。

高考期间，我市所有考场将启用电子视频监
控、电子屏蔽仪、金属探测器等设备辅助考场管理，
监考教师的考场记录、监控视频和后期的录像回放
都可作为认定考试违规的依据。

高考不仅是一次学业水平的考核，更是道德品
质的检验和考量。因此，市教育考试院郑重提醒并
倡议全市考生：遵章守纪、诚信参考、公平竞争！市
教育考试院表示，市里和各区县招考机构、考点都
设立了举报电话，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将严查各种
违纪作弊行为。

高考作弊
最高可判7年

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致全市考生的一封公开信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2018年全国普通高考
即将举行。为进一步畅通信访咨询渠道，做到考试招
生公平、公正，6月5日，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全市及39个
考区招生考试机构在高考期间的信访咨询电话。其
中，市教育考试院的信访咨询电话为67869200。

市教育考试院表示，电话实行24小时值班，从
6月4日上午8时30分至6月10日22时止。此
外，考生及家长还可通过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www.cqksy.cn）和 重 庆 招 考 信 息 网（www.
cqzk.com.cn）查询和咨询相关政策与信息。

高考期间信访咨询电话公布

■9种作弊行为各科成绩无效

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3号令）的规
定，包括“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9种作弊行为将取消各科考
试成绩。

1.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
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2.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
的。

3.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4.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5.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6.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7.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8.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9.其它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

■9种违纪行为当科成绩无效

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3号令）的规
定，包括“擅自离开考场”的9种违纪行为将取消当科考试成绩。

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2.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3.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4.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5.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

施其它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6.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7.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

出考场的。
8.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

名、考号或者以其它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9.其它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相关链接>>>

本报讯 （记者 周尤）6月5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为做好高考期间的
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
静、良好的考场环境，重庆交巡警将开展各类交通
安全隐患排查、考场周边秩序整治、考生应急指挥
调度、交通事故应急处置等工作，严防因交通秩序
混乱造成的大面积拥堵，让每位考生安全顺利参加
高考。

据了解，高考期间，重庆交巡警将针对闯禁超
速、扰序违停等突出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对集
中送考线路和考场周边道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
查，确保交通标志、标线清晰规范，信号灯工作正常、
配时合理。同时，对考场周边停车区域进行专门清
理，对符合条件的地方增设临时停车场地或停车泊
位，并设置停车引导标志，方便接送考生车辆临时停
放。对考场周边严重影响通行秩序的乱停乱放车
辆，一律立即清离，依法采取拖移措施，确保交通秩
序良好。

交巡警总队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为避免在高考时因交通事故导致严重拥堵，目
前，重庆交巡警已主动与相关教育部门、考场所在
学校进行对接，集中掌握了送考车辆和驾驶员信
息，开展车辆安全检查与驾驶员安全教育，强化源
头管理工作；对于涉考报警和紧急求助，建立考生

“绿色通道”，如发生车辆故障可能影响考生正常考
试，将在第一时间通知拖吊车辆、汽修人员，做到及
时有效处置。

重庆交巡警多措并举
为高考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2018年高考大幕即将开启，
今年的高考考场如何布置？相比以往有何变化？6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一行跟随市教育考试院到渝北中学高考考点
进行了实地打探。

当天下午，重庆日报记者在渝北中学看到，布置为考场
的御风楼门口已拉起警戒线。渝北中学考点共有83间考
室，2000多名考生将在这里参考。

媒体一行沿着监考老师的专用通道进入一楼，只见一
排类似超市自动储物柜的柜子矗立两边，每个小柜子都靠
指纹解锁，是监考老师们存放物品的地方。

“在进入考务室前，监考老师都必须把所有随身物品存
放在小柜子里，并接受金属探测仪的全身检查。”渝北中学
副校长汤光亮介绍。

渝北中学考点的考务室面积大约200多平方米，有数
十张办公桌，每张桌上都摆放着一个储物篮，里面放置有为
每个考场标准化配置的金属探测仪、快速识别身份验证器、
手机信号屏蔽器等。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考务室里安装有两个360度无
死角摄像头，可以对这里进行全程24小时监控。

据悉，今年我市新增了高考视频监督员，每个考点均安排
有几名视频监考员。“在渝北中学考点，有6位视频监考员，每
人负责16个考场的视频监控，一旦发现问题会马上给副主考
报告。”汤光亮介绍，平时学校有400多个摄像头，为了这次高
考，学校新增加了300多个摄像头，不仅考室、过道、考务室，包
括操场、车库等地方，都实现了全方位的监控。

高考考场也不乏温馨。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比如各考点医务室的药物都很齐备；为防止出现信号中
断的意外，各考点发送指令和英语听力的系统都是双机准
备，可随时备用切换。

重庆日报记者发现，在渝北中学考点，还有一些个性化
的暖心设置。如路口挂有“微笑面对高考，拼搏创造未来”
等鼓励性标语。而考室里的每张课桌上，都放着两个光滑
的鹅卵石。“这是给考生压试卷用的。”汤光亮笑着说，愿每
一个高考学子都梦想成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目前，全市39个考区、98个考点、6152个考场均已完
成标准化布置。”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6日下
午，182651名赴考的学子将前往自己参考的考点熟悉考
场，试听英语听力系统，并签下诚信参考的承诺书，为高考
做最后的准备。

全市6152个考场完成标准化布置

每个考点新增高考视频监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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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我
们准备好了！”6
月4日，綦江实验
中 学 高 2018 级
（11）班的同学们
在高考倒计时牌
前合影。高考临
近，该校考生充
分备考、笑对高
考，为自己的梦
想而奋斗。

通讯员 王京
华 摄

高考高考，，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

为严厉打击高中考期间夜间违法作业行为，
确保广大考生有良好的学习、生活及考试环境，
6 月 4 日晚，为期 10 天的全市“严查噪声污染，
确保高中考环境”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江北新欧鹏教育城工地被抓现行

当晚21时30分，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市环境行
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总队
民警集结完毕，并确定了工作要求：密切配合，行动
要快；夜间执法，注意安全；全程行动，注意保密。

此次巡查，所有的线索和巡查点均由12369受
理中心根据市民投诉分发，所有联合巡查执法组成
员在到达具体巡查点位之前，都不知道巡查路线和
巡查点位。

当晚23时，江北嘴北滨二路江北新欧鹏教育城
工地外，一名头戴草帽的中年妇女，正昏昏欲睡地
坐在工地入口。警灯闪烁，几辆执法车拐过路口，
快速向着工地入口驶来。

被惊醒的中年妇女慌忙从口袋中拿出手机准
备打电话，同时起身准备离开。不曾想，电话尚未
拨通，就已被执法人员阻止。

原来，江北新欧鹏教育城工地在高中考期间违
规进行夜间施工，戴草帽的中年妇女则是施工方设
置的“岗哨”，一旦发现执法人员就立即通风报信。

让施工方不曾想到的是，“岗哨”尚未发挥作
用，自己的违法行为就被市环保局、市公安局组成
的联合巡查执法组抓了现行。执法人员在工地门
口对工地场界噪声进行了检测。

执法人员表示，“该工地场界噪声已接近70分
贝，根据《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规定，夜间施工时，土石方装卸场
界噪声不得高于55分贝，打桩机则禁止施工。”工地
现场的运渣车司机也承认工地正在进行夜间施
工。随后，执法人员进行取证，并叫停了工地所有
违规作业行为。该工地将面临进一步的处罚。

工地噪声投诉占投诉总量七成多

除了江北新欧鹏教育城工地，这天夜里，还有
多个违法施工工地被查。

联合巡查执法组现场查处了北滨二路边坡支
护工程、轨道交通环线弹子石站等工地的夜间施工
行为。特别是在北滨二路边坡支护工程工地，一辆
运渣车看见执法车辆，立即加速驶离。执法人员拦
下了运渣车，并暂扣其行驶证和驾驶证后进行进一
步调查。

根据市环保局《关于加强2018年高中考期间
环境噪声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5月23日起至中
高考结束，严格夜间作业审批，严控考场周边噪声
作业。也就是说，除非是排危抢险，否则晚上10点
后禁止作业。

统计显示，6 月 4 日 22 时至 6 月 5 日 6 时，
12369受理中心受理群众投诉85件，其中噪声污染
投诉73件，占投诉总量的85.9%，其中工地噪声投
诉63件，占噪声污染投诉量的86.3%，占投诉总量
的74.1%。

查处一批曝光一批并按上限处罚

市环境行政执法总队总工程师龚宇表示，在为
期10天的“严查噪声污染，确保高中考环境”专项行
动中，每天晚上联合巡查执法组都将严查噪声，查
处一批、曝光一批，一经查实将按上限处罚。

根据《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生产、
经营、施工中其场界噪声值不符合规定排放标准
的，责令改正，处5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高、中
考期间擅自施工造成环境噪声扰民的从重处罚。

此外，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夜间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
勘探、施工、装修、装卸等作业，未经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审核同意的，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高中考期间严查噪声污染
多个违法施工工地被查

本报记者 陈维灯

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