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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 3159019 人民西路16号齐鲁晚报《今日淄博》编辑部

淄川区 齐老师 15762820179 淄川宾馆104室（区政府对面）

张店区 马老师 15253392516 庄园宾馆202室（金晶大道区医院斜对过）

临淄区 赵老师 15154190085 西王宾馆413室（区人民医院对面）

周村区 许老师 13455332533 周村区太和路1号公交宾馆201室

桓台县 吕老师 15615511110 金玉商务宾馆208室（张北路长途车站对面）

博山区 杨老师 15169282656 金谷园宾馆201室（老汽车站对面）

沂源县 王老师 15253363618 鲁山路与军民路交界处如家酒店726室

高青县 高老师 15689061294
高青县中心路潭毅宾馆101室

（汽车站北50米王府井东门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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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3日讯(见习记者
张明轩) 高考期间，淄博中心
城区各考点500米范围内的建
筑工地须停工。为迎接即将到
来的高考，张店区与高新区规
定，教育、住建、公安等14个部
门将联合行动，给考生创造一
个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根据《张店区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张店考区2015年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夏
季 )和初中学业考试工作的通
知》(以下均称《通知》)，住建部
门将对考点周围的施工现场进
行排查，并要求6月7日至8日的
高考期间，考点周围500米内的

建筑工地必须停工，对重大施
工机械进行封存。6月8日下午
高考英语的听力考试期间要安
排专用车辆进行不间断的巡
查，并做好考试期间突发事件
的应急预案。

“高考方面的政策，高新区
并没有专门制定，目前按照张
店区政策执行。”淄博市高新区
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据
了解，《通知》中要求，教育、住
建、公安、卫生和食药监等14个
部门统筹合作，并分配各自职
责以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高考期间，公安部门将依
据高考安全保卫工作方案，每

个考点内配备4名公安人员，其
中一名试卷押送，一名电子监
控室，两名校门口保卫 ,中考试
卷保密及运送需要2名公安人
员。同时，考试期间需多名公安
干警负责考点周边的环境保
卫，侦办与考试安全有关的案
件。加强网络安全监控，重点打
击考点内外利用无线电设备实
施考试作弊等违法行为。安排
警力在高考外区县监考教师入
住的宾馆巡查，给监考教师创
造一个安全、安静的良好环境。

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则在每个考点安排一辆救护车
值班，配备大夫、护士数名，车

上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常用药品
和相应的医疗设备；对监考人
员入住的宾馆、考点食堂、考点
周围餐饮服务业的食品安全状
况进行调查和监督，做好食物
中毒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
案。

此外，供电部门考前对各
考点及监考员入住宾馆的配电
室、线路进行测试检查。考试期
间，要安排专人到考点指导学
校电工工作。给每个考点准备
一辆供电车，6月5日前要准备
好线路、设备抢修的材料器具。
采取措施做好6月8日下午英语
听力考试的电力保障。

淄博中心城区14部门联手为高考保驾，给考生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考考点点550000米米内内工工地地一一律律停停工工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员 齐海荣) 3日，2000

余份“爱心笔”及《高考宝典》送
达淄博，即日起，考生或家长可
凭考生身份证或准考证，前往指
定发放点免费领取，助考生一

“笔”之力。
为让考生们安心走进考场、

顺利考试，2006年，本报首次与
山东协和学院联手，推出助考生
一“笔”之力活动，将质量过硬的
放心笔一支支送到考生手中，以
确保考生在高考中安心考试。

“一笔之力”已经连续进行了9年
时间，每年“一笔之力”活动在全
省发放十几万的放心笔，为考生
营造一个放心的环境。

“一支小小的2B铅笔，价格

不高，但事关重大，就怕遇到假
的，担心孩子高考毁在一支铅笔
上”去年一名领取了“爱心笔”的
市民说，还是相信你们的“爱心
笔”，用着也放心、踏实。

此次活动，每个考生可免费
领取一个备忘袋，内装有一支
2B铅笔、一块橡皮和一把铅笔
刀，除此之外，《高考宝典》也与

“爱心笔”一同抵达淄博，它不仅
汇集了各科备考建议、考前生活
注意事项、餐饮指南等，还有考
前缓解压力的方法等，助考生在
炎炎夏日完成这次人生的大考。

目前，“爱心笔”及《高考宝
典》在8个区县设置了9个指定领
取点。活动详情，考生及家长可
拨打电话咨询。

““爱爱心心笔笔””到到啦啦，，淄淄博博考考生生快快来来领领吧吧
2000余套爱心笔和高考宝典运抵淄博，助考生一臂之力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刘光
斌 通讯员 杨丽) 今年，中心
城区高考三考点交通管制具体时
间为6月8日高考英语听力时段，
下午14:45至15:30。

据了解，中心城区三考点的
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路段如
下：

淄博实验中学考点：实验中
学北门：张周路与南京路口；实验
中学东门：张周路与和平路路口；
实验中学南侧 :南京路与和平路
路口至重庆路南首路口。

淄博十一中考点：十一中东
门：鲁泰大道至兰雁大道柳泉路
段；十一中南：铭波路十一中路
段；十一中北门：兰雁大道十一中
路段。

淄博中学考点：淄博中学南
门：中润大道东首花山西路至鲁
泰大道路段；北门：中学北路；东
门：中学东路(考试期间不准任何
车辆进入)。

“具体禁行时间为下午14:45

至15:30，主要是为英语听力考试
营造安静的环境。”张店区交警大
队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仅在8日
下午进行交通管制，也是为畅通
交通考虑，不能因为高考而过度
影响城市交通。

据了解，部分区县也已经制
订了相应的交通管制方案。在沂
源，从7日至8日，交警各部门将在
沂源一中、沂源二中这两个高考
考点周围进行交通管制。具体路
段为：沂源一中考场：新城路与富
源路交叉路口至新城路与埠岭路
交叉路口；沂源二中考场：天津路
与枣庄路交叉路口至天津路与南
麻大街路口。

英英语语听听力力时时段段部部分分区区域域禁禁行行
交警部门：给考生营造安静环境，同时不给交通造成压力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田娟 ) 进入6

月，中心城区城管部门已在辖
区启动噪音扰民专项整治行
动。张店区规定6月2日20时至
6月2 3日6时为中、高考禁噪
期，高新区则从6月1日起，开
始加大夜间巡查力度，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时间将持续到
22日。

据了解，此次行动整治的
范围包括辖区内的各居住区、
各考点及考生、考试工作人员

下榻宾馆周边的建筑工地夜
间施工噪声、装修装饰噪声等
各种噪声污染源。整治重点是
建筑施工夜间施工噪声扰民
的；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取其
他方式发出高噪声招揽顾客
的；在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
会等活动导致噪声扰民的；在
学校周边进行占道经营、流动
经营的。

据介绍，高新区城管部门
将对噪音行为采取先行登记
保存等行政行为，责令立即停

止噪声扰民行为，实行环保执
法顶格处罚，坚决打击噪声扰
民等违法行为。

按照《山东省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条例》第七章的相关规
定，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作业
以及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产
生的噪声或者其边界噪声超
过国家规定标准造成环境噪
声污染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治理，
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

考考点点周周边边商商超超严严禁禁高高音音揽揽客客

本报6月3日讯 (见习记者 张
明轩) 高考临近，为方便考生参加
高考，淄博公交中心城区29条、区县18

条共计47条无人售票线路的672辆公
交车将继续开展免费送考活动。

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免
费优先乘坐公交公司正常营运的47

条无人售票大公交线路。张店中心
城区的线路有：2、7、8、35、58、76、88、
89、90、95、108、116、121、122、123、
125、126、127、132、136、137、138、139、
157、158、159、167、168、222路。同时，
淄博公交在临淄、周村、博山、淄川、
桓台的无人售票线路也将再次免费
运送考生，这些线路为博山的11路
和50路，周村的238路、239路，临淄
的235路、236路、237路、91路，淄川的
115路、233路、128路、256路、259路，
桓台的51路西线、51路东线、251路、
185路、611路。

由于通往淄博中学的公交线路
较少，为及时输送考生，公交公司还
将抽调公交车加密157路公交线。公
司将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和智能调度
系统对车辆进行实时调度，提前对
所有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和检修，保
证考生按时、安全到达考场，各营运
分公司管理人员和公交老年志愿者
服务队还将前往途经考场的主要站
点维持秩序，提供乘车咨询服务。

倘若市民在高考禁噪期发现有
不遵守相关规定的情况，可拨打各
个地区城管系统投诉电话。具体联
系方式为：

淄博市城管执法局2726360；
张店区城管执法局2211100；
淄川区城管执法局5276639；
博山区城管执法局4130687；
周村区城管执法局6812319；
临淄区城管执法局7191975；
桓台县城管执法局8220110；
高青县城管执法局6982727；
沂源县城管执法局3257110；
淄 博 高 新 区 城 管 执 法 局

3587069；
文昌湖区综合执法局6030021。

发现噪音污染

可拨打举报电话

47条公交线路

免费送考生入场

相关链接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韦夫芝 朱海升 ) 高

考期间，正值夏季高温时段，微生物
容易滋生繁殖导致食物腐败变质。
淄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餐
饮安全警示，不建议考生考试期间
食用隔夜饭菜。

外出就餐时应选择悬挂有《餐
饮服务许可证》、有量化等级“笑脸”
标识、就餐环境整洁的餐饮服务单
位就餐，最好在学校食堂就餐。考试
期间居家饮食一定要注意生、熟分
开，避免生、熟食品交叉污染，烹饪
食品应烧熟煮透且食品中心温度应
达到70℃以上；畜禽肉、蛋、奶及水
产品应烧熟煮透后方可食用，尽量
不食用生食水产品。不建议考生考
试期间食用隔夜饭菜。

考生要注意科学饮食，多食用
清淡营养的食品，少食用油腻和生、
冷食品。不喝生水和散装冷饮；食用
时令瓜果前要充分浸泡、洗净。就餐
后如出现剧烈呕吐、腹泻等症状，应
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并保存就诊记
录等证据，并拨打食品药品举报投
诉电话“12331”进行投诉举报。

考生考试期间

莫食用隔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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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山东协和学院

助考生一“笔”之力淄博地区免费发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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