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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放在心上 责任扛在肩上
——— 山东大学(威海)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工作纪实

根据上级有关部门决定，原定于2020年6月13日举行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延期并分两次举行，考试日期
分别为7月11日和9月19日。山东大学(威海)根据复学复课实际情况及驻地卫生防疫要求向省级考试机构提出考试申
请，经批准后，决定组织7月和9月的两次考试。

为保障广大考生和全体涉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校区7月11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顺利实
施，校区高度重视本次考试，主要领导多次听取四、六级考试准备工作汇报并进行现场检查，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考试组织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在此基础上，根据上级领导机构的有关文件精神，校区各职能部门、
教学单位分工协作，积极协调配合，各司其职，同时得到了威海市教育局、卫健委、疾控中心、市立医院、供电局、无无线
电委员会、驻地派出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共同保障了本次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工作的顺利完成。

详细调研

准确掌握学生考试需求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为了
提前做好7月全国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的准备工作，校区于6
月10日完成了学生报名考试意
愿和返校情况的第一次线上摸
底调查，共完成问卷6460份，为
召开防控专班和有关部门的决
策提供了数据支撑。根据此次
摸底数据，结合上级有关精神
和疫情防控要求，校区主要领
导组织专题会议，确定面向普
通全日制本科四年制大三学
生、大四应届毕业生和研究生
二年级及以上学生开考7月11日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6月13日，根据山东大学有
关决定和第一次摸底数据，校
区针对允许报名的学生进行了
预报名和返校情况的线上摸底
调查，共完成问卷408份，为组
织正式报名和学生返校考试提
供了决策数据支撑。

根据第二次摸底数据，校
区又多次召开防疫专班会议，
讨论学生返校方案，要求根据
最终报名数据，确定了每一个
学生的返校行程和接站方案，
确保了每个学生都能安全返校
并及时进行核酸检测，做到了
疫情防控工作万无一失。

经过召开教务处紧张有序
的报名组织工作，本次考试校
区总报名人数443人，本科生393
人，研究生50人。其中75人次报
考英语四级，376人次报考英语
六级，8人次报考其他小语种。
根据报名的各科次人数，本次
考试共设置四级考场7个(其中3
个小语种考场)，六级考场21个
(其中2个小语种考场)。每4个普
通考场设1个隔离考场，共设置
隔离考场5个，另外还设置了3

个备用考场。报名工作结束后，
学生工作处迅速摸清了报名学
生的在校情况：报名四、六级考
试的不在校学生共112人，其中
弃考60人，将返校考试的52人，
为下一步组织考生返校的工作
奠定了基础。

强化领导

设立高效有力组织机构

为强化组织领导，校区专
门成立了全国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
教学的副校长任组长，翻译学
院、纪监审、学生处、宣传部、保
卫处、教务处负责人任成员。

本次考试由分管教学的副
校长担任主考，副主考为教务

处处长、副处长和翻译学院教
学副院长。除此之外，本次考试
还特别增设一名防疫副主考，
由后勤处分管副处长担任，在
校区疫情防控专班的领导和指
导下，负责防疫方面的各项工
作。本次考试中，主考、副主考、
考务人员、监考人员等均增加
了防疫工作职责。

在主考的领导下，本次考
试校区考点设了：保密组、考务
组、信号组、保卫组、后勤组、值
班办公室、宣传组等职能组，每
个职能组设组长、副组长，并对
各组的职能和任务进行了详细
分工，确保了考务工作的各个
环节规范、严谨。

为及时应对考试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医疗和疫情防控突发
情况，本次考试专门成立了防
疫医疗小组，考试当日在考点
留观室值班待命。防疫医疗小
组由防疫副主考兼任组长，成
员由校区驻地卫健人员、防疫
人员、医疗人员、护士组成，并
配备了救护车。

为全方位保障四、六级考
试工作的安全、有序进行，校区
先后制定了《全国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预案》、《全国大学英
语四、六级考试工作暨防控工
作方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
案》、《 C E T 考生防疫须知》、

《CET监考、考务人员防疫要
求》、《关于需返校参加CET考
试考生的有关要求》、《CET考
试考生须知》、《CET考试后勤
保障工作安排》、《CET保卫工
作安排》、《CET组织机构及人
员分工》等文件，细化各项工
作，制定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方
案。

根据有关文件，校区成立
了主要由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
组成的接站小组，在学生返校
日，负责附近各机场、高铁站、
汽车站、码头的接站工作，确保
每一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校
的学生，出站后由校区工作人
员直接接回学校。每个接站小
组都按防疫要求穿防护服、佩
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对接到
的学生履行测温程序，并进行
消毒行李。校区的接站工作安
排细致入微，体现了校区对学
生的亲切关怀。

从严从实

细化考前防疫防控方案

所有考生由所在学院负责
从考前第14天开始，每日早、晚
各进行一次体温测量、记录并
进 行 健 康 状 况 监 测 ，并 填 写

《CET考生体温健康状况记录
表》，考生体温记录表在考生入
场时交给监考员。体温测量记
录异常或身体异常考生，需及
时报告，已毕业考生由原所在
学院负责此项工作。

在考前监测过程中发现考
生身体状况异常的，校区会依
据本地防疫工作要求 ,结合卫生
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
构意见，在保障广大考生和考
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前提下，综合研判评估该考
生是否具备参加考试的条件。
如考生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确诊
病例密切接触者，或治愈未超
过1 4天的病例、不能排除感染
可能的发热患者，均不得参加
本次考试。凡筛查发现考前14
天内有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活
动轨迹的，也不得参加本次考
试。

对临时返校参加CET考试
考生从严要求，14天内有中高
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学生不能返
校考试；所有返校学生均应持
绿色健康码，持红码、黄码的学
生不能返校；自校外进入校区
考试的学生需提交7天内威海
当地检测机构的核酸检测证
明；返校参加考试的考生须于
考试当天进入学校，校区门口
设置返校考生专用通道，入门
时需向保卫处工作人员主动出
示绿色健康码、检测体温，并在
入门处将纸质核酸检测报告交
给考试工作人员，通过查验后
方可进入校园；如有考生报考
了上午、下午的两科考试，考生
中午不得离校，中午可到指定

楼区的教室进行午休；如考生

考前自愿放弃参加本次考试，

需填写相关材料，于考前规定

时间将扫描或拍照件发送至指

定邮箱。

校区对所有考试工作人员

进行了健康状况监测及考务和

防疫相关培训。有序开展监考

人员聘任工作，并配备了备用

监考、考务人员。所有监考和考

务人员仅限校内职工且必须通

过核酸检测。考前培训时，除考

试工作业务培训外，还邀请专

业人员增加了对疫情防控和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内

容的培训，并要求考试工作人

员应掌握防疫基本技能和考点

内处置流程。考试工作人员所

在单位在考前14天开始对所有
考试工作人员进行了每日体温
测量、记录和健康状况监测，对
身体出现异常的工作人员进行
及时诊疗，考前14天内有境外

或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或考
前3天内有发热症状的工作人
员不得参与考试工作。所有考
试工作人员应携带填写完整并
签字的《CET监考、考务人员体
温健康状况记录表》方可参加
考务工作。

科学设置

完善考前防疫准备工作

考场体温检测点的设置。
在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进入考
试封闭楼区的入口处设置搭有
凉棚通道的体温检测点，对所
有进入考点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考试楼区设置考生专用测
温通道，同时设置1个临时留观
点，供检测不合格人员短暂休
息调整使用。

备用隔离考场的设置。考
试当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者，
须安排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备用隔离考场原则上一人一
间。当备用隔离考场不够用时，
在不影响考生正常考试的情况
下，经综合风险研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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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每4个普通考场设1个
备用隔离考场的方案，共设置
隔离考场5个。

防疫用品的准备。按要求
准备了口罩、一次性手套、速干
手消毒剂、水银体温计、手持式
体温检测仪等。并在考试楼区
入口配置了大通量无接触体温
检测设备。备用隔离考场还额
外配备了工作服、一次性工作
帽、一次性手套、防护服、医用
防护口罩(N95)、防护面屏或护
目镜、工作鞋等，确保防疫物资
充足，做到有备无患。

强化执行

做实做细考试过程管理

考试当日，所有人员必须
接受体温测量。考试封闭楼区
设置了体温测量通道，考点入
口负责体温测量的工作人员要
求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
一次性手套，对所有进入考试
区域人员进行体温测量；考生
和工作人员进入楼门时还会通
过联网的设备再次进行人脸识
别和红外测温，确保万无一失。
接受体温测量时须有序进行，
严格控制人员行进速度和间
距。所有考生、考试工作人员体
温低于37 . 3℃方可进入考点。第
一次测量体温不合格的，可适
当休息后使用水银体温计再次
测量。仍不合格的，将由疾控人
员和医疗人员负责处置。

普通考场监考员全程佩戴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并在考
生入场时对学生再次进行电子
测温枪测温。低风险地区的考
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
进入考场后由考生自行决定是
否佩戴。

考前，由后勤处指定专人
对考试场所 (考场、考务办 )、通
道、区域、桌椅、试卷运送车辆
等进行清洁消毒 , 明确张贴完
成标识。考试场所，要进行至少
一次彻底地卫生大扫除和至少
一次预防性消毒，消毒后要进
行通风。考生、考试工作人员进
入考场前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
手消毒或者洗手。考试结束后，
后勤处还要再对考场做一次预
防性消毒。

隔离考场考试的考生如出
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或确诊病
例，由专业人员及时做好考场
的终末消毒，并且不可再次使
用。其他情况，隔离考场按如下
方式进行消毒：加强对门把手、
桌椅等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
每科考试后，用有效的含氯消
毒剂进行擦拭，或者用有效的
消毒湿巾擦拭。

考试结束后，由专人负责
组织考生错峰离场，有序散场。
考生必须按考务人员和监考员
的指令按楼层有序离场，不得
拥挤，保持人员间距。

为了熟悉过程操作，做到有
备无患，校区在考前一周举行了
实地演练。组织考试工作人员、
部分考生进行包括入场体温检
测、突发异常情况处置在内的全
过程模拟演练，全体工作人员熟
练掌握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
法和程序。同时进行了设备调
试，操作检测，为考试工作的开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次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是疫情发生后威海校区组
织的首场大型全国教育统一考
试，是一次人流密集的集体性活
动，防疫工作是本次考试考务工

作的重中之重。校区各职能部

门、教学单位始终将使命放在

心上 ,把责任扛在肩上 ,分工协

作，顺利完成了疫情防控形势

下的考试工作。通过本次考试，

实际检验了校区疫情期间的大

型考试工作组织能力，并积累

了工作经验。考试期间，山东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威海市教育

局、威海市招生办公室派出巡

视人员对校区考试组织情况进

行了现场监督检查，并对校区

的考试准备、组织安排、保障措
施等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薛峰 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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