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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2020 年外省高校美术类专业考试 
沈阳师范大学考点考生须知 

 

辽宁省 2020年外省高校美术类专业考试沈阳师范大学考点将于 7月 10

日至 14日进行考试。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为保障考生

健康安全和考试的平稳顺利进行，考生须严格按照教育部、辽宁省招考办、

考试院校、沈阳师范大学考点的相关要求参加考试。 

一、防疫要求 

1.考生考前身体状况异常和监测发现身体状况异常的，须经卫生健康

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逐一专业评估，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

构依据专业评估建议，综合研判评估是否具备正常参加考试的条件，凡不

具备的，另行安排考场考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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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逐一进行专业评

估，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会同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

构根据相关人员的身体状况和传播风险，综合研判是否可以在隔离或救治

场所安排其参加考试。 

3.已治愈未超过 14天的病例、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须经卫

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进行专业评估，教育行政部门、招生

考试机构依据评估建议，综合研判其是否可以正常参加考试。 

4.处于隔离期的考生由考生所在地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等进行综

合研判评估决定是否能够参加考试； 

5.黑龙江省、吉林市、湖北省地区考生来沈参加考试须携带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材料、准考证、身份证、考生所在省（市）“健康码”、

“国务院客户端疫情防控行程卡”绿码并且体温检测正常后方能进入考点

参加考试，建议考试结束后即时返回生源省份。（如考试前辽宁省疾控中心

有新的政策，考点会在 http://zs.synu.edu.cn 及时公布） 

6.其他低风险地区考生凭准考证、身份证、考生所在省（市）“健康

码”、“国务院客户端疫情防控行程卡”绿码，并且体温检测正常后方能

进入考点参加考试。 

7.从境外和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来辽宁参加考试的考生要按照辽宁

省疾控中心有关规定确定是否可以参加考试。（截止到 6 月 24 日的政策要

http://zs.sy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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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14 天集中隔离，并且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请考生关注可能随疫情防控

形势随时调整的具体要求） 

8.考生本人及家人考前尽量减少外出，避免走亲访友聚餐、减少到人

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考前严禁去重点地区旅行。 

9.注意个人卫生，科学安排作息，加强饮食营养，保证以健康的状态、

良好的心态参加考试。 

10.考点每早 6:00-8:30、11:30-13:00 进行入校验证，为避免拥堵影

响考试，考生须依据考试时间提前到达考点进行入场验证；验证后须听从

考试工作人员指挥，分散到各考场；进退考场、如厕时均须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离，考生之间避免近距离接触交流。 

11.低风险地区的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考场就坐后，考

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佩戴；非低风险地区、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要全

程佩戴口罩。 

12.因疫情防控期间，避免考点人群聚集，除考生外其他陪同人员禁止

入校，敬请谅解。 

13.考生须每日进行身体健康监测，如实填写《沈阳师范大学考点安全

考试承诺书（样表）》，于考试当天进入考场后交给监考老师。（下载地址：

“沈阳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网站，网址：http: //zs.synu.edu.cn ）。

对于刻意隐瞒病情或者不如实报告发热史、旅行史和接触史的考生，以及

在考试疫情防控中拒不配合的人员，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

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

的意见》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14.考生须及时关注本人考试所在市疫情防控要求，按相关要求做好体

温测量及其他疫情自查和防控措施。 

二、考试规则 

1.考生应诚信参加考试，严格遵守考试时间、考试纪律，自觉服从监

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

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2.考生凭《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和对随身物品等进行必要检查。 

3.考生自带小型便携式画架、4开画板、画具等相关考试用品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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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速写答卷只允许使用黑色铅笔或黑色炭笔。色彩答卷只允许使用水

粉、水彩颜料。严禁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和具有拍照功能的器材进入考试楼

及考场。考生应尽量避免穿、戴有金属的衣物或饰品。 

4.考生入场时，监考员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禁带物品，考生须自觉接

受检查。如果考生不配合安全检查或拒不交出可疑物品，影响其考试时间，

由考生本人负责。 

5.考试准确时间以考点统一指令为准。 

6.考生入场后，将《准考证》、《身份证》交监考员核验后，对号入

座。考生考试中途离开考场，须经监考员同意。 

7.考生领取试题、答卷纸后，应认真检查试题、答卷纸科目是否相符，

检查是否存在漏印及影响答卷的情况，遇有特殊问题，可举手询问。必须

核对条形码是否相符并粘贴在答卷指定位置，并在开考前用黑色字迹的签

字笔或钢笔在答卷指定的位置签写姓名。如遇有条形码损坏或缺失，由监

考员做好记录，不影响考生答卷。开考后，再行更换答卷纸的，延误的考

试时间不予补偿。 

8.考生可在每科目开考前 60 分钟(速写科为考前 20 分钟)进入考场，

进入考场后禁止随意走动，开考 15分钟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科目

考试（如考试院校有规定，以考试院校规定为准）。 

9.考生不得在答卷纸背面书写、作画，答卷不得作任何特殊标记。考

生不准在考场内谈话、喧哗、吸烟。不准传递文具等用品，不准将试题、

答卷纸等带出考场。 

10.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立即停笔，在监考员依序收齐答卷后，根据

监考员指令退出考场，不准在考场逗留。 

11.为维护考试公正公平，防范和打击替考行为，考点配备考生身份验

证系统。该系统通过指纹和人脸信息，对考生的身份进行验证。 

12.考生如不遵守考试规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作弊

等行为，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并将违规事实记入考生考试诚信电子档案，涉嫌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有关条款追究刑事责任。 

考试结束后本考点将参加考试的考生信息（含照片）提供给有关高校，

作为考生入学复查的重要依据。入学后被高校认定为替考、冒名顶替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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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严重者，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相关规定，移交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打击涉考违法活动，严肃考试纪律，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欢迎社会

各界和广大考生积极参与监督。 

四、信息公布渠道 

考生于考试前一天可登陆沈阳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 （网址

http://zs.synu.edu.cn）查看考试安排。 

五、考点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253号。 

六、乘车路线 

◆桃仙机场：乘有轨电车 2 号线到白塔河路站，步行 300 米，转乘地

铁 2 号线到“师范大学”站（D口）下车即到。（用时约 2小时） 

◆沈阳北站：乘地铁 2 号线到“师范大学”站（D 口）下车即到。（用

时约 40分钟） 

◆沈阳站：乘地铁 1 号线到“青年大街”转乘地铁 2 号线到“师范大

学”站（D口）下车即到。（用时约 50分钟） 

七、考点咨询电话 

024-86574436 86592982（申诉） 

 

 

 

                                沈阳师范大学考点 

                                2020 年 6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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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沈阳师范大学考点安全考试承诺书 

注：1.考生参加每一所院校考试均需提供此表，于考试当天第一场考试入场后交 给
监考老师方能参加考试；此表由考试院校留存备查。 

2.考生体温测量日期为考前 14天数据。 
 
 

本人签字：               家长签字： 

姓名 准考证号      报考学校 

天数 日期 体温°C 本人及家人是否有 

发热、咳嗽等症状 

是否接触境外人员或 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 
所在城市 

第 1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2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3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4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5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6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7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8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9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10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11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12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13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第 14天 月   日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考生及家人身体不适情况；接触境外人员或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情况录记。 

 

考生考前是否存在身体状况异常；考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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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是否已治

愈未超过 14 天的病例、不能排除感染可能

的发热患者。 

 

考生承诺 

本人承诺：我已知晓《考生防疫须知》，并保证严格按照须知内容执行。我
将如实填写承诺书，如有发热、乏力、咳嗽、呼吸困难、腹泻等病状出现，
将及时向考点及考试院校报告，并立即就医。如因隐瞒病情及发热史、旅行
史和接触史等引起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
接受《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