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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7 月 7 日给中国石油大学 （北
京） 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定
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对广大
高校毕业生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
118 名同学毕业后将奔赴新疆基层工
作，立志同各族群众一起奋斗，努力
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西部建设
者，我支持你们作出的这个人生选择。

习近平指出，这场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严峻斗争，让你们这届高校毕
业生经受了磨练、收获了成长，也使
你们切身体会到了“志不求易者成，
事不避难者进”的道理。前进的道路
从不会一帆风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一代青年矢志
奋斗。同学们生逢其时、肩负重任。
希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
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
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
多作贡献。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界要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采取有效措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
业生就业，热情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各自
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克拉玛依
校区 2016 年开始招生，435 名首届毕
业生来自全国16个省份，目前总体就
业率接近 85%，其中 118 人选择到新
疆基层工作。近日，这 118 名毕业生
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大学 4 年学
习和思想上的收获，表达了扎根西
部、建设边疆的坚强决心。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的毕
业生们：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得知你们 118
名同学毕业后将奔赴新疆基层工作，立志
同各族群众一起奋斗，努力成为可堪大
用、能担重任的西部建设者，我支持你们
作出的这个人生选择。

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
让你们这届高校毕业生经受了磨练、收获
了成长，也使你们切身体会到了“志不求
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的道理。前进的
道路从不会一帆风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一代青年矢志奋

斗。同学们生逢其时、肩负重任。希望全
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
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
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切实做好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千方百计帮
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热情支持高校毕业生在
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习近平
2020年7月7日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

习近平回信寄语广大高校毕业生

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为 党 为 祖 国 为 人 民 多 作 贡 献

本报讯（记者 董鲁皖龙
通讯员 胡智林）日前，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
扶贫办等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各高校抢抓毕业生离校
前后工作关键期，聚焦52个未摘
帽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
生，全力推动升学培训促就业、政
策岗位促就业等5项“促就业”重
点任务落地，让有就业意愿的贫
困家庭毕业生尽早就业。

通知强调，增加就业是贫困
家庭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千方百计促进 52 个未摘
帽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业生就业是重大政治任务。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重点
落实好 5 项“促就业”举措：一是
升学培训促就业。实施好“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升本专
项计划”，专项招收本地高职（专
科）2020届贫困家庭毕业生，单
独组织录取；推动第二学士学位
优先招录；优先提供实习见习机
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
导。二是政策岗位促就业。“特岗

计划”等中央基层项目向贫困家
庭毕业生倾斜，确保应招尽招；
科研助理岗位确保优先录用；鼓
励贫困家庭毕业生积极参军入
伍；鼓励贫困县开发扶贫公益岗
位吸纳贫困家庭毕业生回户籍
地工作。三是专场招聘促就业。
用好教育部“24365”“52个未摘
帽贫困县毕业生就业专区”促就
业；积极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
活动；广泛发动校友企业等优先
招聘贫困家庭毕业生。四是精准
服务促就业。高校要建立校领导
和各部门、各院系处级以上干部
与贫困家庭毕业生“一帮一”结
对帮扶机制；毕业班辅导员要落
实“一人一策”台账式管理；各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建
立未就业贫困家庭毕业生实名
帮扶机制；确保有就业意愿的都
能实现就业。五是对口支援促就
业。各地要用好东西扶贫协作、
对口支援等扶贫工作机制，为
贫困家庭毕业生争取更多就业
机会；鼓励支援省份和单位提
供公益岗位，为未就业贫困家
庭毕业生提供兜底保障。

开学培训、政策岗位、专场招聘、精
准服务、对口支援促就业

五举措助力52个未摘帽县
贫困家庭毕业生尽早就业

本报武汉 7 月 8 日讯 （记
者 程墨） 因突降暴雨引发内
涝，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华宁
高中部分考生被困校园，无法
按时参加今天上午的高考。险
情发生后，黄梅县委、县政府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调度
处置，并全力抢运。经请示教
育部考试中心同意延时考试，
启用备考试卷、备用考室。

据黄梅县教育局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天上午 7 时许，
黄梅县华宁高中近500名住校的
高考生，因突降暴雨引发的内涝
被困。校内水深达1.6米，考生
无法赶赴考点。黄冈市、黄梅县
两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组织警

力，联合应急救援部门，利用皮
划艇往返宿舍救援，联系附近铲
车参与转运被困考生。经全力抢
运，300余名考生按时进入考场
参加考试。

之后，抢运出来的考生陆续
参加上午场的补考，截至11时
30 分，最后一名学生被转移出
来，延时考试按规定顺利结束，
学生们下午准时参加最后一场考
试。

皮划艇往返救援 铲车参与转运

湖北黄梅部分考生因涝延时考试

本报合肥 7 月 8 日讯 （记
者 方梦宇 万玉凤）7月7日，
安徽歙县遭遇50年一遇的洪涝
灾害，2207 名考生受阻。今天，
虽然歙县还在下雨，但城区道路
路况较好。随着城区积水退去，
歙县高考恢复正常，综合、外语
科目考试顺利举行。歙县今年高
考报名考生 2207 人，截至上午
9 时，实际参考 2182 人，无因天
气和灾害原因缺考人员。

为确保考生能够及时安全
到达考点，歙县紧急制定了应急
交通保障线路。两条应急线路分
别通往歙县一中和歙县二中，其
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两座应急交
通浮桥。7 日晚，歙县组织民兵
应急队伍、公安干警、消防官兵
架设了两座浮桥，并安排专人值
守。同时，歙县准备了公交、应急
车辆 40余辆，30 余艘冲锋舟 24
小时待命，40 余支应急小分队
全部提前到位，做好应急准备，
确保今天高考道路畅通。

据教育部考试中心通报，经
教育部批准同意，歙县考区将于

9 日启用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数学

（文、理）科目副题进行考试。副
题的命制标准与正题一致。教育
部考试中心要求安徽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进一步细化抢险保考
工作方案，确保歙县考区全体考
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切
实按规定做好副题启用的安全
保密及疫情防控、考场管理等工
作，全力做好 8 日和 9 日的考试
组织工作。

记者了解到，洪涝灾害发
生后，歙县深入检查高考考点
周边及道路积水情况，做好退
水后的垃圾清理、环境整治，
以及考点内浸水区域的消杀工
作和周边低洼地段建设围堰、
用电线路排查等工作，确保考
场环境安全。 （下转第四版）

连夜搭建浮桥 冲锋舟24小时待命

安徽歙县高考顺利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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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综合：体现学科特点 助力素质教育
□理科综合：聚焦主干内容 凸显科学思维
□英 语：遵循评价要求 确保考查公平

“考试结束，请考生立即停
笔！”7 月 8 日下午 5 时，随着
广播响起，四川省成都市石室
中学文庙考区的考生们冲出考
场，欢呼雀跃、尽情拥抱、彼
此祝福⋯⋯至此，除北京、天
津 、 浙 江 、 上 海 、 江 苏 、 山
东、海南等省份及部分因洪涝
灾害延期的地方外，全国多地
2020 年高考落下帷幕。来自家
长、教师、社会各界的关爱和
陪伴，延续至考试的最后一刻。

考场内的关怀
7 月 7 日上午，中央政治局

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书记陈全国，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教育工委
书记李鹏新等分别深入乌鲁木

齐市部分考点，实地检查考试
组织、疫情防控、服务保障等
工作。

陈全国先后来到乌鲁木齐
市第八中学、第十三中学考点
巡考，了解防控措施落实和考
务组织、服务保障等情况，并
与工作人员和结束第一场考试
的各族考生亲切交谈。他叮嘱
考务人员要严而又严、细之又
细做好工作，确保考生健康应
考、平安应考；勉励各族考生
要积极迎接挑战，发挥最好水
平，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7 月 8 日，在湖南省永州市
江华瑶族自治县第二中学高考
考点的 327 考室，特殊考生游
湘 （化名） 正安心答题。游湘
患先天性双手残疾，右手拇指
正常，食指、中指、无名指缺

失 ， 尾 指 功 能 不 全 ， 握 笔 困
难，书写速度减慢。同样的题
量，他较其他同学要花更多时
间。考虑到游湘的特殊情况，
一个月前，江华县为他申请开
辟高考绿色通道，该县招生考
试办、医院、残联联合进行体
查，对他的情况进行了核实鉴
定。同时，该县招生考试办向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出申请，
适当延长考试总时长，并获得
批准，延长考试时间的 30%。

“不要慌，慢慢答题。”每场考
试前，班主任都会细心叮嘱游
湘。“希望努力一搏，通过高考
实现我的人生梦想。”游湘坚定
地说。

在广东，142 名残疾考生
享受了放大号试卷、延长考试
时间等便利措施。

考场外的守护
“外高学子加油”“遇难心不

慌，遇易心更细”⋯⋯在甘肃省兰
州市五十三中考点，来自兰州市
外国语高级中学、兰州五十一中、
兰大附中的教师们早早“就位”，
给本校考生加油助威。在兰州市
西固区，执勤人员将一名即将迟
到的考生顺利护送至考点⋯⋯

7 月 7 日晚，江西南昌遭遇
特大暴雨。8 日凌晨 5 时 24 分，
南昌市高新区专职消防队接到
报警电话：“附近小区发生内涝，
有人员被困。”原来，一名考生及
其父母因部分道路被洪水淹没，
无法自行到达考点，便拨打电话
向消防求助。消防员很快赶到现
场，顺利将该考生及其父母送到
考点。 （下转第四版）

多地高考落幕，考生尽情拥抱、彼此祝福——

关爱守护，一直在延续
扫码了解更多
歙县高考信息

扫码了解更多
黄梅高考信息

题图：7 月 8 日，考生们在
高考结束后跑出湖南省长沙市
一中考点。当日，全国部分地
区2020年高考结束。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