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出版：中国教育报刊社 ●值班主编：苏令 ●值班编辑：欧媚 ●设计：王保英 ●校对：刘梦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688

ZHONGGUO JIAOYU BAO
2020年6月 日 星期四25
农历庚子年五月初五 第11120号 今日四版

报头题字：邓小平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中国教育报
客户端

本报北京6月24日讯（记
者 赵秀红）高考在即，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今天发布
2020年高考防疫关键措施10
条，包括对人员的健康监测、
异常状况的评估制度、考点体
温监测等。

这10条关键措施具体为：
一是人员的健康监测。对

参与组考、监考环节的工作人
员和考生，要求提前14天进行
日常体温测量和身体健康状况
监测，做到每天测量体温并记
录。

二是自我防护的准备。考
试前，考生要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确保考试时身体状况良

好，提前准备好口罩、手套、
纸巾、速干手消毒剂等防护物
资。赴考时如乘坐私家车、步
行或骑自行车，可不戴口罩；
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要
全程佩戴口罩，可佩戴一次性
手套，并做好手卫生，同时注
意社交距离。

三是异常状况的评估制
度。对考前和考试中监测、检
查发现的考生和工作人员身体
异常状况，卫生健康部门、疾
控机构、医疗机构指导教育部
门做好专业评估，教育主管部
门依据专业评估建议，综合研
判评估是否具备参加考试和组
织考试工作的条件。

四是考点的体温检测。考
点入口处设体温检测点，对所
有进入考点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所有考生、考试工作人员
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
点。同时，设置凉棚和体温异
常者复检室，供待检和复检人
员等候时使用。

五是考点入口体温异常的
处置。如体温不合格，可适当
休息后使用其他设备或其他方
式再次测量，仍不合格的，须
经专业评估，综合研判评估是
否具备参加考试的条件，凡不
具备相关条件的，须安排在备
用隔离考场考试，不得与健康
考生同考场考试。

六是备用考场的设置。原
则上每10个普通考场设1个备
用隔离考场（每考点不得少于
3个）。当考试当天有发热、咳
嗽等呼吸道症状的考生，启用
备用隔离考场。原则上须一人
一间，备用隔离考场不够用
时，可采取最前排、最后排或
四角排位的方式多人共用一间
（最多不超过4人）。

七是环境卫生和消毒。发
生过疫情的学校，不能作为考
点。考试前，对考点、考场、通
道、门把手、桌椅、宿舍等进行全
面环境卫生清洁与消毒，至少一
次彻底的卫生大扫除和至少一
次预防性消毒，消毒后要进行通

风，明确张贴完成标识。低风险
地区在每天考试结束后，对考场
做一次预防性消毒；非低风险地
区要在每科考试结束后做一次
预防性消毒。

八是考场降温和通风。对
考场考点空调运行情况进行全
面检查，开展清洁消毒。普通
考场可使用分体空调或中央空
调，备用隔离考场须使用分体
空调。可使用自然通风、电风
扇等设备加强通风，电风扇在
使用前应进行清洗。如使用冰
块降温，应保证冰块及制冰使
用的水卫生安全。在使用电风
扇或冰块降温时，门窗不要完
全闭合。 （下转第三版）

国家卫健委发布“高考防疫十条”

本报北京 6 月 24 日讯 （记者 柴
葳）中国—非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和疫后支持非洲优先高级别
对话会今天以视频形式召开。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出席并作主旨发言。教育部副部长、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
学军，教科文组织非洲优先和对外关系助理
总干事马多戈共同主持对话会。科特迪瓦、
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纳米比亚和多哥等
多个非洲国家教育部部长、大学校长和教科
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官员，教科文组织高官及
驻非洲地区办事处负责人与会。

陈宝生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
府始终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毫不放松地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学校复学复课，目前全国返校人数已超
过2亿。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们
分类施策，采取有针对性的疫情防控措施；
创新方式，成功实现“停课不停学”；聚焦重
点，精准开展帮助帮扶；深化协作，积极参
与全球抗疫。从全球疫情发展态势看，疫
情防控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常态，疫后复
工复产复学，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
权、教育权任务更为艰巨。

陈宝生强调，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上周
召开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指出的，
中国和非洲都经受了严峻考验，双方相互
声援、并肩战斗，友好互信在考验中更加
巩固。中方愿认真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果，支持
教科文组织在其职能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愿与其一道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力度，共
同努力战胜疫情。建议加强信息沟通，丰
富合作渠道，拓展技术应用，共享优质资
源，打造教育共同体，实现2030年教育
议程，着眼未来发展，深化中国、非洲和
教科文组织三方合作。

非洲国家代表高度评价中国抗疫成
就，认为中国同非洲国家相互支持、守望
相助，中非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感谢中国
教育部分享“停课不停学”和复学复课的
宝贵经验，值得非洲学习借鉴；赞赏中国
有关地方政府、高校和企业提出的支持非
洲务实举措，认为这充分说明中国是在真
心实意地支持非洲，愿与中方开展更加深
入的务实合作，携手战胜疫情，共同打造
中非命运共同体。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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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24日讯 （记
者 赵秀红）近日，教育部会同
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校园食品安
全守护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部署开展 2020 年至
2022年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全面
落实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和学校食品安全校长 （园
长）负责制，切实强化监管，治
理突出问题，加强校园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

《行动方案》要求校外供餐
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制
定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倡
导建立HACCP或 ISO22000体
系。严格筛选食品原料供应商，
严格执行食品原料进货查验要
求。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要求，规范食品加工制作
行为。主动接受监督，向学校、市

场监管部门、教育部门公开食品
原料采购和加工制作信息。定期
对大宗食品原料、餐用具清洗消
毒效果等进行检验检测。

《行动方案》要求落实食品
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学校
制定明确、可操作的校园食品安
全防控要求和食品安全自查制
度、自查计划并严格落实。要以
肉蛋奶、米面油等食品原料为重
点，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标、集
中定点采购制度。要大力推进食
堂“明厨亮灶”。要建立并落实
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要加强学
校食堂承包或委托经营管理。鼓
励学校建立先进的管理体系，提
升管理水平。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持续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严惩重
处校园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主动公开查处结果。加强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食堂监管，落实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本报讯（记者 欧媚）为准
确掌握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情
况，确保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结
果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教育部委托国家统计局有关单位
近日启动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核
查工作，将于6月和8月开展两
轮专项核查。此次核查将以全国
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系统中毕业
生就业数据为基础，向毕业生本
人及其就业单位进行核对，重点
核查毕业生毕业去向及就业单位
与所提供信息是否一致。有关核
查结果将反馈给各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和相关高校。

据悉，教育部有关司局近日
印发通知，部署全面开展2020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核查工
作。一是在教育部“学信网”开
通“毕业去向查询反馈”功能，
毕业生可登录学信网学信档案板
块，核实高校填报的本人毕业去

向。对反馈有问题的，将逐条逐
项进行核实核查。二是要求各地
各高校近期集中开展自查，严格
审核每名毕业生的就业材料，确
保各项数据准确无误，相关纸质
或电子材料在校级就业部门存档
备查。各省级就业工作部门对高
校就业数据进行核查，重点核实
灵活就业等相关数据。三是要求
各地各高校严格落实“四不准”
要求，即：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
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
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
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
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
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
明材料。四是严肃追究责任，对
查实的弄虚作假等问题将严查严
处，严肃追究高校领导、就业部
门及院系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
责任，并在全国予以通报。

教育部启动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核查

6月24日，在甘肃省临泽县第一幼儿园，小朋友在教师指导下卷粽叶、放糯米、裹粽叶、
扎线绳……体验包粽子。

当日，临泽县第一幼儿园举行“‘粽’享童趣迎端午”主题活动，小朋友们通过体验包
粽子、编织五彩线、“赛龙舟”等活动，感受端午传统民俗文化。

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刘自新 柳琴芳 摄

“粽”享童趣
迎端午

本报讯（记者 柴葳）日
前，教育部社科司发布《关于
2020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研究专项申报工作的通
知》，专门设立高校思政课教
师研究专项并启动申报工作。

从2020年起，教育部决
定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
计划专项”中每年均设立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
项，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分别设立“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10项（60万元/项）；
设立“一般项目”170项，包括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项目100项（10万元/项），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
革择优推广项目20项（10万
元/项），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
50项（20万元/项）。

《通知》明确，申请者必
须是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实际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
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本次项
目申报工作全部通过网络平台
在线申报，作为本次项目申报
的唯一平台，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目申报系
统2020年7月10日开始受理
项目网上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0年8月31日。

高校思政课教师
研究专项申报启动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
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增
添活力；决定改革完善乡村医
生和兽医职业资格制度，为高
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提供便
利。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要把
保市场主体放在更加突出位
置，以保就业、保基本民生。
在加大力度支持企业纾困的同
时，要深化“放管服”改革，
挖掘优化营商环境潜力，更大
激发市场活力。会议确定，要
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务，年
底前各省份全部开通“一网通
办”平台，实现全部手续线上

“一表填报”，办齐的材料线下
“一个窗口”一次领取。在加

强监管、保障安全前提下，推
广电子营业执照应用，作为企
业在网上办理企业登记、公章
刻制、涉税服务、社保登记、
银行开户等业务的合法有效身
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推动
企业开办时间从去年推开的5
个工作日以内压缩至4个工作
日以内或更少。这既是一项制
度安排，也是防疫条件下的便
企措施，有利于增企业、稳就
业。

会议要求，在已实施大幅压
减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自然垄断行
业服务收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清
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坚决
做到“五个严禁”：严禁依托政
府部门或利用行业影响力强制企
业入会和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
责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
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
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
头重复收费。

会议指出，今年大学生就业
任务十分繁重。要按照保重点群
体就业的要求，用改革的办法破
除执业障碍、拓宽就业渠道。针
对农村对充实乡村医生新生力量
的巨大需求，以及现代畜牧业和
动物疫病防控对兽医人才的需
要，会议决定，一是借鉴一些省
份的现行做法，在湖南、广东、
贵州等16个省份推动改革完善
乡村医生职业资格制度，允许临
床医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大专以

上学历并有临床实践的应届毕业
生，包括尚在择业期内的未就业
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
注册，缩短求职时间，减少就业
成本。二是在已出台的年底前对
执业兽医资格实行“先上岗、再
考证”的基础上，通过推动修法
改革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方式，允
许兽医相关专业高校学生在校期
间报考，考试合格的毕业时即取
得执业资格。同时，取消执业兽
医注册和乡村兽医登记许可，使
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的人员备案即
可执业，具有兽医相关专业中等
以上学历的人员备案即可担任乡
村兽医。要做好对新入职乡村医
生和兽医的岗前培训，加强执业
监管，落实好补助等激励政策。
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在扩就业上
多想办法，对各类职业资格等就
业门槛，要通过改革删繁就简，
同时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大
学生就业提供更多便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改革完善乡村医生和兽医职业资格制度
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提供便利

■在湖南、广东、贵州等16个省份推动改革完善乡村医生职业资格制度，允许临床
医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并有临床实践的应届毕业生，包括尚在择业期内的
未就业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缩短求职时间，减少就业成本。

■通过推动修法改革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方式，允许兽医相关专业高校学生在校期间
报考，考试合格的毕业时即取得执业资格。

■各部门要在扩就业上多想办法，对各类职业资格等就业门槛，要通过改革删繁就
简，同时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