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高考季，今年更是牵人心。

经历过疫情“大考”的长春市各级公安

机关，如今对待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更是全力

以赴，积极而为，统筹好高考安保工作、疫情

防控和应对多雨天气，确保考生、考务、考区

和考场的全方位绝对安全。

凝心聚力

为考试创造一流的安全环境

为保证考生健康平安，顺利完成考试，

长春市公安局根据疫情防控形势，与教育、

保密、卫健、工信等部门成立了高考安保联

合工作专班，按照“一点一策”标准，提前研

究部署，制定安保方案，完善应急预案，开展

相关演练。

长春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杨维林专门召

集相关部门调度部署安保工作，两次到多个

考点实地检查指导高考安保工作，强调要以

严谨的工作作风、有序的检查流程、周密的

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保任务圆满完成。长

春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梁文成一线指

挥高考安保工作，各参战警种、部门、单位迅

速进入角色，各司其职，各履其责。

6月 7日 5时 30分，长春市公安局内保支

队支队长姜庭明来到长春市国家教育考试

指挥中心，调度各考点的专用运输车驶入教

育考试中心领取试卷情况并要求 6 时 30 分

之前到达各考点。

“试卷运抵中心以来，我们就 24 小时值

守在这里，必须保证试卷的存放、考前和考

后押运等全环节绝对安全。”内保支队大学

科科长张雪峰始终保持紧张的状态。

经过三天的考试安保检验，证明了公安

机关对于考点安全任务安排的科学有效。

每个考点安排一名现职处级领导带队，多警

联动，拉出警戒线，设置隔离区，确保考生、

家长与其他无关人员有效隔离；组织考生保

持 2 米以上安全距离，帮助行动不便的同学

进入考点；考点校门 100米内禁止停放车辆，

排查隔离区域外及周边可疑车辆和人员；维

护考务人员查验考生证件秩序和考生测温

入场秩序，保证考生安全快速有序进入考

场；专门警力配合考务部门负责考点试卷取

送及考点保密室试卷看护工作；通过可视化

系统对所有考点不间断轮巡并开通涉考 110

求助警情“快速通道”……

“您好！请避让电动车，注意安全！”“大

家不要距离太近，戴好口罩”，6 月 8 日 8 时

20 分，正在长春市第 104 中学门口执勤的南

关区分局清明街派出所教导员王庆明不断

提醒家长注意安全。

考场内的安全与来自考场外的付出密不

可分。长春市公安局治安部门对考点周围

建筑工地、噪音、粉尘、污染源等情况摸排，

消除、控制各类滋扰；巡警支队加强调度考

场周边 24小时社会面治安巡逻防控，为广大

考生创造安静舒适的考试和休息环境；反电

诈中心组织民警向考生家长讲解关于考试

和招生的诈骗招数，提升防骗意识；户政支

队组织派出所逐一检查消除校内安全通道、

消防设施等存在的安全隐患。

“真的感谢人民警察，他们无时无刻不

在保护我们，看到为广大考生付出这么多，

我心里很温暖。”在长春市绿园区 87 中学考

点，考生家长张女士住在附近宾馆，早早看

到警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人民至上

为考生提供暖心的优质服务

为了提升服务高考的含金量，相关职能

部门不断延伸“触角”。

“谢谢警察叔叔！”拿到临时身份证明的

考生迈步向考场走去。6 月 7 日下午，朝阳

区某考点，一名考生在考前半小时入场时发

现身份证忘带了，情急之下求助民警，不到

两分钟打印证明，顺利进入考场，考试结束

后，她专门跑到帮助她的民警身边，竖起了

大拇指。

为方便需要身份证明的考生，全市户政

部门在考点门口设立临时警务服务站，随时

为遗失身份证件考生现场办理临时身份证

明，确保考生正常入场；根据考务部门提供

的考生信息，做好实有人口信息查询服务，

协助考务部门甄别查验考生真实身份。

随着“高考季”的到来，长春市公安局民

警辅警对高考考生的服务保障工作也跟着

紧锣密鼓提前行动起来，为高考考生开辟居

民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通过增加服务时

间、完善服务方式、开辟“绿色通道”、设立服

务点、主动对接服务等诸多有力措施，把高

考服务工作做在考前，部署开展全流程精准

服务。

暖心支持，热情帮助——

5 月 28 日，长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户籍

综合窗口接到咨询电话，即将参加高考的宋

同学向民警询问自己新身份证的办理进度。

民警张彤经了解后得知，宋同学之前因

身份证丢失办理了新证，但一直没有收到，

马上就要高考了，他心里很焦急，民警先耐

心安抚宋同学的情绪，立即为其查询制证进

度，系统显示已制证完毕，按照身份证“一日

办”政策规定，此证应该已到达宋同学手中。

为查找症结所在，张彤联系了邮政工作

人员，经多方查找，终于查到内有宋同学身

份证的快递因电话填写错误、无法投递而被

退回。为了让宋同学尽快拿到新的身份证，

安心备考，户籍大队第一时间取证，由民警

姜鸿、张彤以无接触专车配送方式，为考生

送证上门，仅用一个小时便为宋同学送去了

新的身份证。

绿色通道，高效服务——

朝阳分局户籍大队提前统计掌握全区高

三学生办证情况，开辟“绿色通道”服务，组

织专门工作人员上门为高三师生提供集中

换证服务。5月 24 日，户籍大队会同清和街

派出所民警前往长春市第二中学，为正在准

备高考的高三学生办理身份证。

审核资料、拍摄照片、采集指纹、缴费，

这一系列操作仅需 3 分钟。次日，民警将制

作完毕的身份证送到学校，交到班主任手

中。

多年来，为高三学生打造专属服务，已

经成为朝阳分局户籍大队的“传统项目”，特

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这一举措能够减少考

生出行办证的安全健康隐患风险，获得辖区

学校、学生与家长的交口称赞。

场外有我

全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高考前夕，长春交警各大队提前与考场

学校沟通联系，对辖区各考点及周边道路进

行实地踏勘，结合辖区实际，制定针对性工

作方案，联合治安、城管等部门开展执法，有

效净化考场周边交通环境。

“长春交警在考场门口和周边路段采取

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高考期间优化沿线路口

红绿灯配时，在考场周边开辟临时停车区域

和停车泊位，利用明显标志引导考生家长在

安全区域候考”，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

传处处长韩淑梅表示。

“这里道路比较窄，平时车流量大，赶上

高考就得时刻盯紧，坚决不能使其拥堵。所

以，我们在远端进行了分流，极大缓解了考

场门前的压力。”6 月 8 日 15 时，交警支队朝

阳区大队大队长岳恩海汗水早已湿透警服，

嗓子嘶哑还不断提示过往车辆和群众。

记者在考试期间通过走访多个考点发

现，交警部门在考点所在道路以外的主次干

道十字路口设置高考直通车和分流宣传岗，

标志醒目，附近道路交通秩序井然。

针对考试前、后接送考生车流集中的特

点，各大队适时采取临时封闭、单向通行等

措施，确保考点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加强

社会宣传，引导市民提前选择绕行路线，避

开考场周边路段通行；加强对考点周边道路

乱停车及乱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管控力

度，确保考点门前两侧 100 米以内无停车现

象；特别是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对临街考点

道路实施禁止机动车通行及外围分流等临

时性管制措施，确保听力考试顺利进行。同

时，对考务车辆、接送考生的一般轻微违法

行为不作现场处罚，查验后予以警告放行；

对涉及考生的非机动车、行人违法行为原则

上不作罚款处罚，教育警告后及时放行，让

家长安心，让考生舒心。

在强化管理的同时，全市交警用暖心服

务上演了温情一幕幕。

“叔叔，我走错考场了，怎么办呀？”6 月

7 日上午 8 时 40 分，交警支队二道大队民警

赵瑞庆在五十二中考点执勤时，一名考生因

走错考场向其求助。

距离开考还有 20分钟，赵瑞庆赶紧让考

生坐上警用摩托车，同时与大队指挥中心紧

密配合，在开考之前顺利将考生护送至正确

考点，目送他一路小跑进入了考场。

6月 7日 8时许，榆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民警在第一中学考点执勤时，发现一辆送考

车辆停在警戒线外，家长正背受伤考生下

车，见此情况民警立即上前帮忙，将考生安

置到轮椅上，一路护送考生至考点。

“高考期间我都会在这里执勤，我会在

这里等着你们。”这样的暖心约定，让考生家

长深受感动点赞。

重拳出击

开展护航高考专项整治行动

长春市公安局开展护航高考专项整治行

动，重拳打击替考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

击网络销售考试作弊器材和涉考刑事犯罪。

为切实提升疫情后全国性考试安保质

效，自 5 月以来，市公安局坚决打击各类涉

考违法犯罪活动，营造公平公正考试环境，

刑警支队牵头多警种部门 40 余名警力组成

打击考试作弊联合作战专案组，依法对考试

作弊行为开展专项行动。

长春市各级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提前

谋划，对考点周边旅店、宾馆、洗浴等场所进

行安全检查整治，对可能产生噪音干扰考试

的企业单位提前提醒警示，加大重点地区通

讯电子市场清理整治力度；

网安部门加大网上巡查力度，持续加强

对 QQ 群、贴吧、微信等网络载体动态巡查，

有效掌控网上涉考动态；

刑警、内保部门充分利用群众举报、网

上巡查、现场排查等多种渠道，全面摸排涉考

违法犯罪线索，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特警支队保持高等级社会面巡防勤务，

落实定点守护、联勤联动工作机制，严格落

实入出场高峰勤务和“护考岗”机制，层层筑

牢核心区、考点周边、考点外围“三道防线”，

提高见警率和管控力。

高考期间 ，全市公安机关共投入警力

9783 人（次），警车 744 台（次），清理整治电

子产品市场和网点 96家，排查考点周边出租

房屋等治安复杂场所 312 家，整治考点周边

治安乱点 24个，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18处；发

布路况信息和交通提示 128 条，开辟高考临

时停车区域 85 个，为考生提供通行、转送服

务 38人次，加急办理身份证件 128件。

考场内外，共书精彩。全市广大公安民

警辅警不忘初心，忠诚担当，坚守奉献，向下

一个目标出发，以优异成绩书写好平安长

春、幸福长春的公安答卷。

德惠市
公安局建设
派出所民警
护送行动不
便考生进入
考场

榆树市
公安局城郊
派出所民警
背着行动不
便考生进入
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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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各级公安机关广大民警辅警以实际行动——

助学子圆梦 为高考护航
韩跃民 杨昆 本报记者 刘巍

长春市公安局内保支队民警通过视频
监控巡视考卷安全

长春市公安局公交治安分局在地铁站内开辟绿色通道加强考生安全保护

交警支队直属大队民警在考点外执勤

长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队员们在考场外严阵以待维护考场周边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