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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6 月 7 日至 8 日，又是一年高考时，6 月 7 日至 8 日，
六枝特区 4098 名莘莘学子走进高考考六枝特区 4098 名莘莘学子走进高考考
场。场。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
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
六枝特区多部门协作联动，全力做好今六枝特区多部门协作联动，全力做好今
年高考保障工作，为考生保驾护航。年高考保障工作，为考生保驾护航。

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安全顺畅，六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安全顺畅，六
枝特区公安局在高考期间不仅增派警力，枝特区公安局在高考期间不仅增派警力，
以便快速排解交通拥阻、事故隐患和各以便快速排解交通拥阻、事故隐患和各
考点秩序安全稳定，加大了对考点周围考点秩序安全稳定，加大了对考点周围
环境的整治力度，对周边道路交通运行环境的整治力度，对周边道路交通运行
状况进行全面监控，确保高考期间考点状况进行全面监控，确保高考期间考点
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畅通。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畅通。

在六枝第九中学考点，六枝特区公在六枝第九中学考点，六枝特区公
安局交警大队高考安保执勤人员在早上安局交警大队高考安保执勤人员在早上
7 点就全部到岗，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7 点就全部到岗，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提前设置好交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提前设置好交
通标志、标线、标牌，规范送考车辆通通标志、标线、标牌，规范送考车辆通
行秩序，净化好学校门前及周边道路的行秩序，净化好学校门前及周边道路的
交通环境，为考生创造一个安全通畅的交通环境，为考生创造一个安全通畅的

考试氛围。考试氛围。
特 区 交 通 局 加 强 对 公 交特 区 交 通 局 加 强 对 公 交

车、出租车、社会车辆等的执车、出租车、社会车辆等的执
法检查力度，保证高考期间运法检查力度，保证高考期间运
输车辆安全。该局制定了护航输车辆安全。该局制定了护航
高考工作方案，强化交通运输高考工作方案，强化交通运输
持续维护，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持续维护，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等多项措施，从加强对客运企等多项措施，从加强对客运企
业及车辆的执法检查，对非法业及车辆的执法检查，对非法
营运的检查，对辖区公路的巡营运的检查，对辖区公路的巡
查为抓手，以最高的标准，最查为抓手，以最高的标准，最
实的举措，最优的服务为莘莘实的举措，最优的服务为莘莘
学子保驾护航。学子保驾护航。

高考期间，六枝特区教育、高考期间，六枝特区教育、
公安、城市管理、交通等职能公安、城市管理、交通等职能
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形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形
成工作合力，全力做好校园安成工作合力，全力做好校园安
全、交通秩序、噪音管控、试全、交通秩序、噪音管控、试
卷保密等各项工作，为实现高卷保密等各项工作，为实现高
考平安有序保驾护航。考平安有序保驾护航。

（张青龙   祖正洪）（张青龙   祖正洪）

在第 51 个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在第 51 个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
6 月 2 日，六枝特区在新广场开展主6 月 2 日，六枝特区在新广场开展主
题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6·5”题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6·5”
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营造人人关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营造人人关
心环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的浓心环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的浓
厚氛围。厚氛围。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
群众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讲解群众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讲解
日常生活中的低碳常识、环保小窍日常生活中的低碳常识、环保小窍
门、居家生活中的节能妙招等。让门、居家生活中的节能妙招等。让

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树立勤俭节约的传要性和必要性，树立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养成爱护环境、节约能源统美德，养成爱护环境、节约能源
的好习惯。的好习惯。

此次活动共展示横幅 25 条，向此次活动共展示横幅 25 条，向
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4000 余份，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4000 余份，
赠送环保购物袋 3000 只。活动有效赠送环保购物袋 3000 只。活动有效
普及了环境保护观念和法律知识，普及了环境保护观念和法律知识，
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的环境保护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的环境保护
意识。意识。

（黄楼英杰）（黄楼英杰）

为进一步强化国防观念，让适龄为进一步强化国防观念，让适龄
青年关注国防建设、更加了解征兵青年关注国防建设、更加了解征兵
政策、投身火热军营，近日，六枝政策、投身火热军营，近日，六枝
特区以“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特区以“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
筑强军梦”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筑强军梦”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
走进六盘水市第二中学，吸引了 300走进六盘水市第二中学，吸引了 300
多名学生参加。多名学生参加。

 担任此次活动授课人的六枝人 担任此次活动授课人的六枝人
武部政委胡键，借用古今中外历史，武部政委胡键，借用古今中外历史，
向同学们讲述了建设强大国防的重向同学们讲述了建设强大国防的重
要性。同时讲述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要性。同时讲述革命先烈的光辉事
迹，引导同学们从战斗英雄、民族迹，引导同学们从战斗英雄、民族
英雄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树立英雄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树立
远大理想，努力践行成长不忘报国远大理想，努力践行成长不忘报国
的铮铮誓言。的铮铮誓言。

“ 我 们 能 为 国 防 建 设 做 什 么“ 我 们 能 为 国 防 建 设 做 什 么
呢？”“报名参军积极投身军营，呢？”“报名参军积极投身军营，
自觉接受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 ......”自觉接受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 ......”

授课老师结合自身经历宣传参军优授课老师结合自身经历宣传参军优
待政策，生动描绘了参军报国、建待政策，生动描绘了参军报国、建
功军营的美好图景。功军营的美好图景。

“国防教育令我受益匪浅，让我“国防教育令我受益匪浅，让我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军旅梦，我将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军旅梦，我将努
力考出好成绩，争取上军校投身国力考出好成绩，争取上军校投身国
防建设。”学生陶蒙蒙说道。防建设。”学生陶蒙蒙说道。

“国防教育进校园，旨在引导广“国防教育进校园，旨在引导广
大青年学生进一步强化居安思危的大青年学生进一步强化居安思危的
忧患意识，激发他们参军入伍的热忧患意识，激发他们参军入伍的热
情。”情。”

 胡键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 胡键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
认真贯彻落实有关要求，不断丰富认真贯彻落实有关要求，不断丰富
载体、创新工作方法，在全区广泛载体、创新工作方法，在全区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和征兵宣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和征兵宣
传进校园活动，努力营造全社会关传进校园活动，努力营造全社会关
心国防、积极参与国防建设的浓厚心国防、积极参与国防建设的浓厚
氛围。                              氛围。                              （李海钦）（李海钦）

万水千山“粽”是情，千秋犹怜万水千山“粽”是情，千秋犹怜
屈子心。为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六屈子心。为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六
枝本土诗歌创作与交流，6 月 3 日端枝本土诗歌创作与交流，6 月 3 日端
午节当天，六枝特区桃花诗社在六午节当天，六枝特区桃花诗社在六
枝特区文联的指导下，在文化馆成枝特区文联的指导下，在文化馆成
功举办了“端午”主题诗会活动。功举办了“端午”主题诗会活动。

诗会在主持人热情洋溢、诗意诗会在主持人热情洋溢、诗意
爆棚的开场白中拉开序幕。活动开爆棚的开场白中拉开序幕。活动开
展了端午文化讲座，诗社社员们进展了端午文化讲座，诗社社员们进
行了原创诗词诵读和即兴创作交流，行了原创诗词诵读和即兴创作交流，
引来现场嘉宾纷纷参与诵读。活动引来现场嘉宾纷纷参与诵读。活动
现场，诗社社员们以诗会友，以诗现场，诗社社员们以诗会友，以诗
贺节，声情并茂地朗诵自己创作的贺节，声情并茂地朗诵自己创作的

诗歌，大家用真挚的情感表达对屈诗歌，大家用真挚的情感表达对屈
原的怀念，礼赞伟大的祖国，畅想原的怀念，礼赞伟大的祖国，畅想
更加绚烂的明天。更加绚烂的明天。

诗社社员们纷纷表示，本次活动诗社社员们纷纷表示，本次活动
大家乘兴而来，也乘兴而归。诗会大家乘兴而来，也乘兴而归。诗会
虽然短暂，但有关端午和热爱诗歌虽然短暂，但有关端午和热爱诗歌
的那份浓情会弥久留香。的那份浓情会弥久留香。

据了解，继端午诗会之后，桃花据了解，继端午诗会之后，桃花
诗社将继续在六枝特区文联的指导诗社将继续在六枝特区文联的指导
下策划下半年的中秋诗会，为推进下策划下半年的中秋诗会，为推进
地方诗词创作交流和擦亮文艺品牌地方诗词创作交流和擦亮文艺品牌
持续发力。持续发力。

（吴桂秀）（吴桂秀）

6 月 8 日，六枝特区人民法院开6 月 8 日，六枝特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庭审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案，六枝特区职业技术学校、六枝案，六枝特区职业技术学校、六枝
特区实验中学 100 余名师生、部份特区实验中学 100 余名师生、部份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旁听案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旁听案件
审理。审理。

庭审现场，审判员充分保障了庭审现场，审判员充分保障了
被告人的辩护权，庭审规范有序，被告人的辩护权，庭审规范有序，
根据二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根据二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
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法判处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九个依法判处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九个
月，被告人付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月，被告人付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七个月。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结合本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结合本

案的审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帮案的审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
量刑等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旁听量刑等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旁听
人员进行了法治宣传教育。人员进行了法治宣传教育。

近年来，六枝特区人民法院严厉近年来，六枝特区人民法院严厉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时回应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时回应人
民群众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犯罪的民群众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犯罪的
新期待，审理了一批电信网络犯罪新期待，审理了一批电信网络犯罪
案件。据统计，2017 年 1 月至 2022案件。据统计，2017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共审结各类电信网络年 4 月期间，共审结各类电信网络
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 66 件 160 人，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 66 件 160 人，
挽回被害人损失人民币 42.434357 万挽回被害人损失人民币 42.434357 万
元。元。

（ 陈云芳  谭 垒）（ 陈云芳  谭 垒）

汛期来临，六枝特区根据不同时汛期来临，六枝特区根据不同时
段和恶劣气象天气发布预警信息和段和恶劣气象天气发布预警信息和
风险研判报告，提前做好风险防范风险研判报告，提前做好风险防范
应对，严防各类灾害事故发生。应对，严防各类灾害事故发生。

通过排查风险隐患、物资装备和通过排查风险隐患、物资装备和
防汛体系，找出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防汛体系，找出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确保安全度汛。确保安全度汛。

以山塘、水库（水电站）、地灾以山塘、水库（水电站）、地灾
点等为重点，强化落实责任，组织点等为重点，强化落实责任，组织
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深入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深入
开展防汛安全大排查大检查，全面开展防汛安全大排查大检查，全面
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利用六盘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利用六盘
水市气象监测服务业务平台接受雷水市气象监测服务业务平台接受雷
达信息，分析研判降雨量等气象信达信息，分析研判降雨量等气象信
息。息。

利用航拍无人机灵活便捷、成像利用航拍无人机灵活便捷、成像
清晰、覆盖面广等特点，对山崖陡峭、清晰、覆盖面广等特点，对山崖陡峭、
地形地貌复杂等特殊环境下无法抵地形地貌复杂等特殊环境下无法抵
近踏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高空近踏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高空
“侦查”，及时掌握了解地质灾害“侦查”，及时掌握了解地质灾害
隐患点及其周边环境情况，为应急隐患点及其周边环境情况，为应急
处置提供科学决策依据。通过县级处置提供科学决策依据。通过县级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平台将重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平台将重要
天气预报及时传递到水库水电站、天气预报及时传递到水库水电站、
在建水利工程、山洪灾害危险区三在建水利工程、山洪灾害危险区三
个责任人手机上，提前作好防汛工个责任人手机上，提前作好防汛工
作准备。作准备。

有关部门深入摸排全区防汛抗有关部门深入摸排全区防汛抗
旱应急物资和装备设备储备情况，旱应急物资和装备设备储备情况，
精准定位山塘、水库（水电站）等精准定位山塘、水库（水电站）等
210 余个防汛重点场所和部位，根据210 余个防汛重点场所和部位，根据
应急物资、队伍、防汛重点场所分应急物资、队伍、防汛重点场所分
布等情况制定全区“应急救援一张布等情况制定全区“应急救援一张
图”，进一步优化应急救援路线、图”，进一步优化应急救援路线、
方案，为妥善精准处置突发情况提方案，为妥善精准处置突发情况提
供有效保障。供有效保障。

截至目前，全区共修订完善各类截至目前，全区共修订完善各类
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161 个，组织开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161 个，组织开
展防汛抗旱应急演练 30 次，下发安展防汛抗旱应急演练 30 次，下发安
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研判分析报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研判分析报
告 5 次，发布重要天气信息报告 3 期，告 5 次，发布重要天气信息报告 3 期，
调度水库库容情况 455 次。已对全调度水库库容情况 455 次。已对全
区 6 个地质灾害特别危险点进行全区 6 个地质灾害特别危险点进行全
覆盖“侦查”。                 覆盖“侦查”。                 （罗 琴）（罗 琴）

6 月 8 日，六枝特区扫黄打非暨6 月 8 日，六枝特区扫黄打非暨
2022 年新闻发布意见征求座谈会召2022 年新闻发布意见征求座谈会召
开。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开。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
市“扫黄打非”工作会议精神，安市“扫黄打非”工作会议精神，安
排部署六枝特区下一步“扫黄打非”排部署六枝特区下一步“扫黄打非”
工作和新闻发布工作。工作和新闻发布工作。

会议首先召开六枝特区扫黄打会议首先召开六枝特区扫黄打
非工作调度会，传达学习相关文件非工作调度会，传达学习相关文件
精神，解读全区各乡镇（街道）、精神，解读全区各乡镇（街道）、
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特区文体广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特区文体广
电旅游局、特区公安局、郎岱镇、电旅游局、特区公安局、郎岱镇、
特区教育局对“扫黄打非”工作开特区教育局对“扫黄打非”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汇报。展情况进行汇报。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警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警
醒意识，从狠抓案件查办和推进基醒意识，从狠抓案件查办和推进基
层示范点建设上下功夫，不折不扣层示范点建设上下功夫，不折不扣
抓好“扫黄打非”工作，确保意识抓好“扫黄打非”工作，确保意识

形态领域和文化市场安全稳定。要形态领域和文化市场安全稳定。要
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努力推动“扫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努力推动“扫
黄打非”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黄打非”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
效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文化市场效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文化市场
的巡查力度，谨防涉政涉黄涉非等的巡查力度，谨防涉政涉黄涉非等
非法出版物、非法音像制品肆意销非法出版物、非法音像制品肆意销
售，并依法依规对发现的违规违法售，并依法依规对发现的违规违法
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随后召开 2022 年新闻发布意见随后召开 2022 年新闻发布意见
征求座谈会，涉及单位和部门结合征求座谈会，涉及单位和部门结合
实际对《六枝特区 2022 年度新闻发实际对《六枝特区 2022 年度新闻发
布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布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区直“扫黄打非”各成员单位、区直“扫黄打非”各成员单位、
乡镇街道及特区护苗工作站各学校乡镇街道及特区护苗工作站各学校
分管领导参加会议。分管领导参加会议。

（张琳稳）（张琳稳）

莘莘学子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只待莘莘学子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只待
今朝。为给广大考生及家长提供良好的今朝。为给广大考生及家长提供良好的
考试环境，共青团六枝特区委员会和特考试环境，共青团六枝特区委员会和特
区委宣传部联合爱心企业、社会团体、区委宣传部联合爱心企业、社会团体、
爱心人士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高考爱心人士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高考
提供暖心服务。提供暖心服务。

在六盘水市第二中学、六枝特区第在六盘水市第二中学、六枝特区第
七中学、六枝特区第九中学三个高考考七中学、六枝特区第九中学三个高考考
点，考试用品、饮用水、口罩等物资整点，考试用品、饮用水、口罩等物资整

齐地摆放在志愿服务站的桌上，志愿服齐地摆放在志愿服务站的桌上，志愿服
务人员面带微笑，有的主动向考生提供务人员面带微笑，有的主动向考生提供
扫码指导服务，有的为陪考家长、监考扫码指导服务，有的为陪考家长、监考
老师以及为考生保驾护航的交警、安保老师以及为考生保驾护航的交警、安保
人员等送上口罩、饮用水等。人员等送上口罩、饮用水等。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日，在这“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日，在这
个特殊的日子，献出我们的爱心，尽到个特殊的日子，献出我们的爱心，尽到
企业的社会责任，给参加高考的同学送企业的社会责任，给参加高考的同学送
上祝福，祝愿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上祝福，祝愿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六枝特区景森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综六枝特区景森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部主任何仕伊说。合部主任何仕伊说。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志愿服务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志愿服务人
员们表示，通过为广大考生和相关人员员们表示，通过为广大考生和相关人员
提供服务，在助力高考的同时，让“奉献、提供服务，在助力高考的同时，让“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
社会传递，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传递，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据悉，此次“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据悉，此次“爱心助考”志愿服务
活动通过有效整合区域资源，在三个考活动通过有效整合区域资源，在三个考

点设置了志愿服务站，为考生提供饮用点设置了志愿服务站，为考生提供饮用
水、面包、糖果等，同时准备了口罩、水、面包、糖果等，同时准备了口罩、
文具等备用物资，并整合全区出租车资文具等备用物资，并整合全区出租车资
源，为考生提供免费乘车服务。活动现源，为考生提供免费乘车服务。活动现
场还组织了小凉粉志愿服务队、大学生场还组织了小凉粉志愿服务队、大学生
春晖服务社、在校高中生以及爱心人士春晖服务社、在校高中生以及爱心人士
等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助力高考。等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助力高考。

（陈云芳）（陈云芳）

连日来，为切实做好高考和中考期间食品安连日来，为切实做好高考和中考期间食品安
全等市场监管工作，六枝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等市场监管工作，六枝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全区范围开展市场检查，确保高考中考期间食品全区范围开展市场检查，确保高考中考期间食品
安全等市场环境稳定。安全等市场环境稳定。

强化食品安全排查。强化食品安全排查。把保障考试期间校园食把保障考试期间校园食
品安全作为“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品安全作为“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
动的重要内容，强化考点周边市场整治，压实校动的重要内容，强化考点周边市场整治，压实校
园食堂、食品供餐单位的主体责任，对各考点食园食堂、食品供餐单位的主体责任，对各考点食
堂进行食品安全督导。同时，以考点周边餐饮店、堂进行食品安全督导。同时，以考点周边餐饮店、
食品经营主体等为重点检查对象，重点检查经营食品经营主体等为重点检查对象，重点检查经营
主体是否持证照并亮证照经营、从业人员是否持主体是否持证照并亮证照经营、从业人员是否持
有效健康证上岗、食品加工经营场所是否符合相有效健康证上岗、食品加工经营场所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食品经营者是否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索关规定、食品经营者是否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索
票及食品留样等制度、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是票及食品留样等制度、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是
否滥用食品添加剂及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是否否滥用食品添加剂及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是否
存在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存在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市场秩序整治。加强市场秩序整治。组织执法力量开展校园组织执法力量开展校园
周边整治专项行动，依法打击非法招生宣传广告周边整治专项行动，依法打击非法招生宣传广告
等违法行为。加强对考点及周边特种设备安全检等违法行为。加强对考点及周边特种设备安全检
查，确保特种设备安全。以宾馆、酒店为重点，查，确保特种设备安全。以宾馆、酒店为重点，
通过新型媒介宣传《六枝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规通过新型媒介宣传《六枝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规
范酒店业价格提醒告诫书》，检查是否明码标价、范酒店业价格提醒告诫书》，检查是否明码标价、
是否存在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让经是否存在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让经
营者增强法律自律意识，为高考中考创造一个秩营者增强法律自律意识，为高考中考创造一个秩
序井然、健康有序市场环境。序井然、健康有序市场环境。

畅通渠道形成共治。畅通渠道形成共治。充分发挥 12315 投诉举充分发挥 12315 投诉举
报平台作用，安排专人 24 小时接听 12315 电话，报平台作用，安排专人 24 小时接听 12315 电话，
及时关注网络舆情并处置，广泛接受社会群众监及时关注网络舆情并处置，广泛接受社会群众监
督，严格杜绝高考中考期间市场舆情发生，营造督，严格杜绝高考中考期间市场舆情发生，营造
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

（来源：六枝特区市场监管局）（来源：六枝特区市场监管局）

为确保高考期间各项保电措施落实、落细，为确保高考期间各项保电措施落实、落细，
6 月 7 日，南方电网贵州六盘水六枝供电局党员6 月 7 日，南方电网贵州六盘水六枝供电局党员
服务队在六盘水市第二中学、六枝特区第七中学、服务队在六盘水市第二中学、六枝特区第七中学、
六枝特区第九中学各考点待命，细化保电方案，六枝特区第九中学各考点待命，细化保电方案，
全面摸排设备运行状况，及时处理隐患缺陷，千全面摸排设备运行状况，及时处理隐患缺陷，千
方百计确保高考期间供电万无一失。方百计确保高考期间供电万无一失。

今年高考期间，六枝供电局提前编制高考保今年高考期间，六枝供电局提前编制高考保
电工作领导小组，逐级开展保电督导检查，安排电工作领导小组，逐级开展保电督导检查，安排
应急发电车和发电机分别在各考点和六枝特区教应急发电车和发电机分别在各考点和六枝特区教
育局就位，让六枝“电网人”全程陪考。各小组育局就位，让六枝“电网人”全程陪考。各小组

按照岗位职责分别在 10 千伏供电线路，学校配按照岗位职责分别在 10 千伏供电线路，学校配
电室等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全力保障高考期电室等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全力保障高考期
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今年高考期间，六枝供电局还密切关注天气今年高考期间，六枝供电局还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情况，安排党员服务队 24 小时处于备战状态，变化情况，安排党员服务队 24 小时处于备战状态，
并在各考点配备移动发电设备随时待命。一旦发并在各考点配备移动发电设备随时待命。一旦发
生任何突发情况，可在短时间内切换电源，为高生任何突发情况，可在短时间内切换电源，为高
考考点提供全天候、无任何差错的供电服务，确考考点提供全天候、无任何差错的供电服务，确
保高考期间电网、应急发电车和发电机安全运行。        保高考期间电网、应急发电车和发电机安全运行。        

（熊 倩 秦 景）（熊 倩 秦 景）

考场内外那些细小插曲，每年都在发生，每考场内外那些细小插曲，每年都在发生，每
年又都有所不同。为做好今年高考安保工作，六年又都有所不同。为做好今年高考安保工作，六
枝特区公安局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枝特区公安局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为高考创造了和谐稳定的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为高考创造了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和校园秩序，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社会环境和校园秩序，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基础上实现了平安高考，确保了六枝特区高考安基础上实现了平安高考，确保了六枝特区高考安
全、顺利、圆满进行。全、顺利、圆满进行。

故事一故事一
6 月 7 日上午，8 点 30 分左右，在六枝特区6 月 7 日上午，8 点 30 分左右，在六枝特区

第九中学指挥交通的辅警陈贵红收到考生求助，第九中学指挥交通的辅警陈贵红收到考生求助，
原本应该在七中考试的同学稀里糊涂跑到九中来原本应该在七中考试的同学稀里糊涂跑到九中来
了。陈贵红当即联系骑行组的同事，一路“风驰了。陈贵红当即联系骑行组的同事，一路“风驰
电掣”，赶在开考前将考生稳稳送到七中大门口。电掣”，赶在开考前将考生稳稳送到七中大门口。

故事二故事二
“叔叔，厕所那边有个女同学晕倒了！”下“叔叔，厕所那边有个女同学晕倒了！”下

午 2 时许，在六枝特区第九中学负责安保的民警午 2 时许，在六枝特区第九中学负责安保的民警
赵诗君接到考生求助。原来，考生小燕同学考前赵诗君接到考生求助。原来，考生小燕同学考前
突然腹痛不止，她告诉前来关怀的赵诗君，自己突然腹痛不止，她告诉前来关怀的赵诗君，自己
无法站立、眼花缭乱，打算放弃此次考试。“妹无法站立、眼花缭乱，打算放弃此次考试。“妹
妹，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错过了就得浪费一年妹，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错过了就得浪费一年
的光阴，再坚持一下，我马上联系医生！”说完，的光阴，再坚持一下，我马上联系医生！”说完，

赵诗君立即联系医务人员、外围考官以及小燕同赵诗君立即联系医务人员、外围考官以及小燕同
学的班主任。大家将小燕同学扶到救护车上，服学的班主任。大家将小燕同学扶到救护车上，服
下止疼药，喝了温开水，休息 20 来分钟以后，下止疼药，喝了温开水，休息 20 来分钟以后，
小燕同学感觉好了很多，表示可以继续考试。小燕同学感觉好了很多，表示可以继续考试。

故事三故事三
“太谢谢您了！真的谢谢！”6 月 8 日下午“太谢谢您了！真的谢谢！”6 月 8 日下午

2 点 50 分，七中门口拿到准考证与身份证的小谭2 点 50 分，七中门口拿到准考证与身份证的小谭
同学对着民警陈超连声感谢。因为午睡起来迷迷同学对着民警陈超连声感谢。因为午睡起来迷迷
糊糊，到了考场外才发现准考证与身份证落在宿糊糊，到了考场外才发现准考证与身份证落在宿
舍了。着急的小谭只得向民警求助。陈超立即与舍了。着急的小谭只得向民警求助。陈超立即与
其班主任老师取得联系，告知情况。老师把证件其班主任老师取得联系，告知情况。老师把证件
找到后送到考点交给陈超，再由陈超送进考场交找到后送到考点交给陈超，再由陈超送进考场交
给考生小谭。给考生小谭。

故事四故事四
8 日下午 2 时许，九中考点小胡同学准考证8 日下午 2 时许，九中考点小胡同学准考证

不慎遗失。老师带着小胡同学找到民警赵诗君和不慎遗失。老师带着小胡同学找到民警赵诗君和
安鑫，寻求帮助。核实情况后，考点执勤民警立安鑫，寻求帮助。核实情况后，考点执勤民警立
即联动交警，巧的是，就在前一分钟，有群众捡即联动交警，巧的是，就在前一分钟，有群众捡
到一准考证，刚刚交到交警手里。经核实，确是到一准考证，刚刚交到交警手里。经核实，确是
小胡同学的准考证。几分钟后，拿到准考证的小小胡同学的准考证。几分钟后，拿到准考证的小
胡同学对着民警连声道谢。                  胡同学对着民警连声道谢。                  （卢 莉）（卢 莉）

又是一年高考时 , 为给莘莘学子创造一个舒又是一年高考时 , 为给莘莘学子创造一个舒
适、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 , 六枝特区城市综合适、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 , 六枝特区城市综合
执法局科学制定切实可行的高考保障方案。自 6执法局科学制定切实可行的高考保障方案。自 6
月 2 日开始，集中力量对高考考点周边开展市容月 2 日开始，集中力量对高考考点周边开展市容
环境秩序及建筑工地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 以“三环境秩序及建筑工地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 以“三
心”助力高考，做考生的温暖“同行人”。心”助力高考，做考生的温暖“同行人”。

“匠心”护航，提升考点周边市容环境秩序。“匠心”护航，提升考点周边市容环境秩序。
重点整治店外经营、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机动重点整治店外经营、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各类门店高音喇叭户外车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各类门店高音喇叭户外
宣传行为等问题，截至目前引导考点周边流动宣传行为等问题，截至目前引导考点周边流动
商贩进市场 110 余人次，规范沿街门店有序经营商贩进市场 110 余人次，规范沿街门店有序经营
190 余次，治理沿街门店使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190 余次，治理沿街门店使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
行为 3 起。同时劝导市民及商户在高考期间降低行为 3 起。同时劝导市民及商户在高考期间降低
音响音量，缩短娱乐活动时间，号召广大市民为音响音量，缩短娱乐活动时间，号召广大市民为
考生共同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同时，考生共同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同时，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以“12319”城市服务热线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以“12319”城市服务热线
为服务载体，优先快速处理高考期间有关噪音扰为服务载体，优先快速处理高考期间有关噪音扰
民的投诉，截至目前累计处理噪音投诉件 13 起，民的投诉，截至目前累计处理噪音投诉件 13 起，
竭尽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竭尽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暖心”保驾，强化考点周边建筑工地监管“暖心”保驾，强化考点周边建筑工地监管

力度及环境卫生保洁深度。成立工作巡查组 4 组，力度及环境卫生保洁深度。成立工作巡查组 4 组，
严格管控考点周边建筑施工噪音的产出，通过加严格管控考点周边建筑施工噪音的产出，通过加
强白天与夜间巡查及执法监管等方式，加大对考强白天与夜间巡查及执法监管等方式，加大对考
点周边建筑工地的监管力度，最大限度减少并及点周边建筑工地的监管力度，最大限度减少并及
时制止影响考生学习休息的夜间施工扰民等违法时制止影响考生学习休息的夜间施工扰民等违法
行为。截至目前巡查建筑工地 33 家，下发《关行为。截至目前巡查建筑工地 33 家，下发《关
于加强 2022 年高考期间环境噪音监督管理通告》于加强 2022 年高考期间环境噪音监督管理通告》
33 份，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把控施工时间，避免噪33 份，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把控施工时间，避免噪
音扰民行为。同时，加强考点周边环境卫生清扫音扰民行为。同时，加强考点周边环境卫生清扫
力度，出动清扫车 18 车次，环卫作业人员 72 人次，力度，出动清扫车 18 车次，环卫作业人员 72 人次，
延长保洁时间，进行不间断巡回保洁，强化保洁延长保洁时间，进行不间断巡回保洁，强化保洁
作业班次衔接管理，做到垃圾随产随清。作业班次衔接管理，做到垃圾随产随清。

“安心”保障，加强各种安全隐患的排除力“安心”保障，加强各种安全隐患的排除力
度。加强中心城区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窨井度。加强中心城区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窨井
盖、路面下陷、坑洼等情况的排查，排除在高考盖、路面下陷、坑洼等情况的排查，排除在高考
期间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截至目前，拆除存在期间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截至目前，拆除存在
安全隐患的广告牌 5 起，更换井盖 7 处，安装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 5 起，更换井盖 7 处，安装窨
井盖安全防坠网 103 个，修复下陷、坑洼路面 5 处。               井盖安全防坠网 103 个，修复下陷、坑洼路面 5 处。               

（聂建云）（聂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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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枝特区开展
“6·5 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六枝特区国防教育“点燃”学生报国情

六枝特区桃花诗社举办端午主题诗会

六枝特区百余名师生、代表应邀旁听法
院宣判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关联案

六枝特区排查风险隐患
确保安全度汛

六枝特区扫黄打非暨 2022 年
新闻发布意见征求座谈会召开

六枝特区社会各界为高考提供暖心服务

特区市场监管局为高考中考保驾护航

六枝供电局确保高考期间供电万无一失

高考暖心三两事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六枝特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三心”助力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