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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评卷任务已完成 40%
224.8 万份答题卡今日扫描完成
星报讯（记者 桑红青） 我省高考所有

依照高考阅卷进度安排，截至昨晚，所

考生答题卡今日扫描完成，
传输到各阅卷点

有考生答题卡扫描已经完成 95%以上，剩

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试卷扫描细节问

的各科答题图像文件也已经过半。记者昨

余部分预计今日上午扫描完成。同时，传

题，
我省 2010 年高考新闻发言人邬平川介绍

教学水平高、熟悉计算机简单操作、身体健

天从省考试院获得最新消息，截至昨晚，我

输到各阅卷点的各科答题图像文件也已经

说，对扫描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卡，安排专人

康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其中，
语文教师则是

省今年高考评卷整体进度已完成40%左右。

过半。

进行核对，
确保不错扫、
不漏扫。同时，
采用

年龄在45周岁以下，
具有三年以上高中教学

多种校验手段对数据进行检查，
确保扫描得

经验。

224.8 万份答题卡今日扫描完成

高考评卷任务已完成 40%左右

已经完成40%左右。

文，在全省高校和示范高中中选聘评卷教

到的信息与考生的答题信息完全一致。

师，
这些评卷教师都是工作认真、
责任心强、

另外，
我省今年特别加大了从省、
两级

据介绍，我省今年共有高考考生 56.2

另据考试院负责人介绍，
今年所有考生

万，试卷 224.8 万份，其中语文和英语分别

的答题卡扫描生成图像文件后再逐题切割

为 56.2 万份，文科数学、文科综合分别为

发到合肥、
芜湖两地四个阅卷点。由于各科

27.3 万份，理科数学、理科综合分别为 28.9

评卷进度不统一，
无法具体统计整个评卷任

参与扫描工作的人员，
全部是从军校抽调的

高级以上职称。各学科组长由本学科具有

万份。

务完成比例。预计今年整个高考评卷任务

非皖籍研究生学员。同时，
省教育厅首次发

副教授以上职称的现职人员担任。

教师需高级职称以上才能阅作文题
据悉，今年评卷教师总数超过 3000 人。

市示范高中抽调评卷教师的比例，
来自高中
一线的骨干教师过半。评阅作文、
论述等主

观性较强试题的教师，全部具有本学科中、

本报记者昨探访高考阅卷现场

每一答题卡最多要经“四道关”
网上评卷扫描工作流程
答题卡清点整理入库

答题卡库

网上阅卷到底怎么
操作？具体有哪些流
程？答题卡如何完成扫
描？……高考阅卷现场
历来严格对外封闭，对
许多考生和家长来说是
个充满神秘感的地方。
本报记者昨天受邀探访
了省考试院答题卡扫描
现场和数学科目评卷现
场，为考生及家长揭秘
网上评卷的全过程。
记者 桑红青 文
李超钰 图

武警戎装把守

评判

答题卡收集、 答题卡分派
整理

扫描调度员

答题卡归还 答题卡领取

每位考生答题卡
最多要经“四道关”
我省 2010 年高考新闻发言人邬平

阅卷现场忙碌

川介绍说，为确保评卷工作质量，每个考
答题卡扫描

生的每道答题信息都要经过至少两名教
师的评卷，这就是一评和二评。一评和二

整理/上卡 整理/取卡

题卡
准备员

评是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分。一评、二

评所给分数的差值小于规定的误差值时，

系统自动取两人的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
如果一评、二评所给分数的差值超
出规定的误差值时，评卷系统则将该题答

军校研究生扫描试卷

现场

实时监控

图像分发

描扫员

题信息随机分发给第三个评卷教师进行
评阅，这就是三评。三评之后，系统再次

一举一动都被监控

张杰 制图

进行校验，如果分差仍然大于规定的阈
值，系统再将该考生的答题信息分发给学

武警戎装把守，全程电子监控，无专

调度室，担任安全警戒、试卷分发回收、扫

个评卷场地及各场地都设置了电子屏蔽仪

科组长，由学科组长进行最终裁定。同

门证件没办法入内……昨天，记者在经过

描等具体工作的都是从军校抽调的非皖籍

及电子监控设备，甚至包括电梯间、过道都

时，对所有评卷教师的评分情况，评卷点

层层关卡之后首先来到位于考试院五楼的

研究生学员。

在监控之列，确保评卷扫描现场 24 小时实

质检组和考试院质检组可以通过计算机

时监控，试卷库、扫描室等重要场地都由武

系统，利用各项统计、图表和数据分析等

警站岗，
认证不认人。

进行实时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答题卡扫描室。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阅

“这里只认证不认人，没有证件一律

卷点分为两个扫描室、一个质检室和一个

不得进入。”据评卷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整

速度

一分钟能扫描 100 多张答题卡

嚓、嚓、嚓、嚓……一走进扫描室，记者

“我省用的扫描仪是目前国内最先进

记者在现场看到，试卷从试卷库运出

就听到有节奏的扫描声，一个考场 30 张答

的，一分钟能扫描 100 多张答题卡。”据省考

后，由两名武警官兵负责押运至试卷调度

题卡眨眼间就扫描完成，一张张答题卡从

试院院长郑大明介绍，扫描仪每秒可扫描

室进行答题卡分派，然后进入扫描室进行

左手边“飞”进扫描仪里，瞬间从右边口里

两张考生答题卡，负责扫描试卷工作全部

扫描，扫描结束后再对答题卡进行封装，然

由非皖籍军校研究生负责。

后再由两名武警负责押运至试卷库存放。

“吐”
出来。

严格

阅卷现场连水杯都不能带

紧接着，
记者又赶往设在安徽建工学院

和矿泉水都不能带进机房。在各阅卷室记者

带手机和提包进入阅卷场所；在规定的阅

的数学科阅卷点，
通过两层警戒，
记者来到评

看到，
每个机房内约有100名老师对着电脑进

卷时间内不得离开阅卷场所，如有特殊情

卷机房。记者在现场看到各个阅卷机房门口

行评卷，
电脑桌上放着评分细则。

况离开需请假。在证件制作上各学科阅卷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杯，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阅卷老师在进入阅卷机房前需要存包，
水杯

据考试院副院长沈滔介绍，在各阅卷
现场都安装了监控系统，严禁评卷教师携

组及工作组的工作证件用不同的颜色区
别，
不允许串岗。

安徽银河拍卖公告 34期

拍卖时间：
6月23日（周三）上午10：
00
拍卖地址：
本公司拍卖厅
拍 卖 标 的 ：① 江 淮 货 车（ 皖
A19475）05 年 2.2 万 ② 帕 萨 特（皖
AC9185）04 年 4.08 万 ③ 猎 豹（ 皖
AB7335）04 年 2.8 万 ④ 猎 豹（ 皖
AB7317）04 年 2.8 万⑤金龙 28 座客车
（皖 A09549）2000 年 ⑥ 北 门 临 泉 路
（肥西路）四泉花园北区、二环路舒馨
花园小区门面房 3 年租赁经营权计 19
间每间约 0.5—2.5 万
看样登记：公告日至 6 月 22 日下
午 4 点止
公司地址：长江中路 55 号省委办
公 厅 服 务 楼 4 层 联 系 电 话 ：0551—
2621222、13966735750
注意事项：办理登记手续凭有效
证件复印件，保证金：①-⑤1 万/辆（过
户即退）⑥0.2 万/间。竞买成功冲抵价
款，竞买不成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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