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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大力延揽高层
次人才、青年人才、技能人才、
高校毕业生等急需紧缺人才，
着力吸引科技前沿高层次人
才、产业高端人才向河南集
聚，为我省高校、科研院所、企
事业单位引进人才提供平台，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招聘会将于 2018 年 10
月 27日（10：30~17：00）、28
日（9：00~15：00）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本次招聘会
由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
政府、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共河南

省委组织部（省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郑州市人民
政府承办。

据记者了解，本次招聘会
由网上招聘会和现场招聘会
两大部分组成。截至10月10
日，网上招聘会共收集到全省
25个行业4099家企事业单位
的岗位需求，其中包含事业单
位744家，占总数的18.15%；
上市公司 352 家，占总数的
8.59%；国有企业476家，占总
数的11.61%。网上招聘会共
提供各类人才需求6.12万人，

项目需求1612个。岗位需求
涉及医学、教育、理学、法学、
工学、计算机等107个专业。
其中，需求博士、硕士、本科、
高技能人才分别为10569人、
7806 人、28698 人和 10836
人。现场招聘会将组织1930
家用人单位参会，人才需求总
量将达6.08万人。

另据悉，本次招聘会8场
专场招聘将集中发布各区域、
各领域人才优惠政策和人才
需求目录，组织相关用人单位
集中开展招才引智对接洽谈
活动。

本报讯 10月11日，记
者从省地震局获悉，据河南
地震台网测定：10月11日7
时16分，在河南省安阳市林
州市（北纬 35.76 度，东经
113.95度）发生2.6级地震，
震源深度7公里。

地震发生后，河南省地
震局立即启动III级地震应
急级响应，安阳市地震局迅

速派出地震应急队员一行6
人赶赴地震现场，开展灾情
调查和现场应急工作。

据了解，以林州市五龙
镇为中心，茶店镇、合涧镇、
临淇镇有震感，群众无恐慌
情绪，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暂无人员伤亡、建筑物破坏
情况和生命线工程破坏相
关报告。

本报讯 10月11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河南机
场集团了解到，上午9时许，

两只国宝级大熊猫搭乘飞机
从成都顺利飞抵郑州机场，这
两名特殊的旅客下机后十分

好奇地环顾四周，不时张望着
来来往往的飞机，憨态可掬。

这架飞机抵达后，早已等
候在此的机场工作人员娴熟
地从飞机腹舱依次卸下两个
载着国宝的铁笼，随后将大熊
猫和许多新鲜的竹子送上了
专用的货车。尽管经过了近一
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两只熊
猫依然精神抖擞，不停地爬过
来爬过去，向四周张望着。

据了解，这两只大熊猫，
体重约300斤，年龄2岁多，是
由新乡市一家景区向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租借，租期
为三年。

本报讯 自己的车牌被
别人套用，莫名其妙产生大
量的违章记录，遭遇这种情
况的车主，心里都比较无奈
和气愤。随着机动车数量的
增加，这种违法行为也越来
越突出，为了有效遏制这类
交通违法行为，从10月 10
日起至今年底，河南交警部
门在全省范围严打假牌、套
牌以及使用假证等各类涉
牌涉证的交通违法行为。

发现自己的车辆被套
牌怎么办？平时车主应该留
意，定期查询自己的车辆是
否存在违章行为。如果发现
自己的车辆莫名其妙产生
比较多的违章记录，那么基
本可以断定你的车存在被
套牌嫌疑，而最好的方法应
第一时间联系交警，并且保

留好相关证据资料，证明自
己的清白。同时，全省公安
交警部门将严格按照有关
工作要求及流程，规范案件
受理、查缉、结案等工作。对
群众车辆被套牌的报案，机
动车登记地、违法行为发生
地及发现地公安交管部门按
规定受理。对因被套牌申请
换发机动车牌证的，公安交
管部门违法处理窗口、业务
办理窗口将及时办理。

违法的司机受到怎样
的处理？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相关负责人说，对车辆有盗
抢、走私嫌疑的，一律移交
刑侦、海关缉私部门立案查
处。对使用假牌套牌期间发
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将在查
明事实基础上，责令违法行
为人全部依法接受处理。

10月 11 日下午 2 点 30
分，郑州市化工路与西三环交
叉口老市场一海鲜商户“着
火”，市场管理人员迅速组织
商户进行撤离，200余商户在
市场义务消防员的引导下，毛
巾捂着口鼻，从市场8个安全
出口快速撤离。火场逃生，为
什么要捂口鼻？统计资料表
明，火灾中的死亡者有60%~
80%死亡原因与火灾中的烟
气有关。

据介绍，火灾发生时，可
燃物燃烧过程要消耗大量的
氧气，致使烟气中的氧气含量
降低，而且往往低于人们生理
正常所需要的数值。含有大量
烟尘的烟气被人吸入后，会黏
附在鼻腔、口腔和气管内，进

入支气管细支气管和小支气
管，甚至由扩散作用进入肺
泡。严重时会堵塞气管，致使
肺通气不足，最终窒息死亡。

发生火灾后，火焰的温度
可达1000℃以上，人吸入高
温烟气后，高温烟气流经鼻
腔、咽喉、气管进入肺部的过
程中，会灼伤鼻腔、咽喉、气管
甚至肺，致使其黏膜组织出现
水泡、水肿或充血。

此外，火灾烟气对可见光
有较强的遮蔽作用，使能见度
大大降低，同时火灾烟气中的
氯化氢、氨气和氯等气体对眼
睛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使人睁
不开眼睛，严重影响逃离现场
的速度。火灾现场产生的大量
浓烟会使人们产生恐怖感，给

火场逃生造成混乱局面，具有
很强的危害性。

如何对付火场中烟气这
个“第一杀手”？消防人士介绍
说，以湿毛巾掩口鼻呼吸，降
低姿势，以减少吸入浓烟；在
无浓烟的地方，将透明塑料袋
充满空气套住头，以避免吸入
有毒烟雾或气体；若逃生途中
经过火焰区，应先弄湿衣物或
以湿棉被、毛毯裹住身体，迅速
通过以免身体着火；烟雾弥漫
中，一般离地面三十厘米仍有
残存空气可以利用，可采低姿
势逃生，爬行时将手心、手肘、
膝盖紧靠地面，并沿墙壁边缘
逃生；火场逃生过程中，要一
路关闭所有你背后的门，它能
减低火和浓烟的蔓延速度。

揭秘火场中的“第一杀手”——烟气

本报讯 2018年 10月
11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王三运受贿一案。郑州市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
公诉，被告人王三运及其辩
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
察院起诉指控：1993 年至
2017年，被告人王三运利用
担任中共贵州省六盘水市
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
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及甘
肃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
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入

股银行、工程承揽和职务晋
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
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
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685
万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
了相关证据，被告人王三运
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
分发表了意见，王三运还进
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
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70余
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
期宣判。

安阳林州发生2.6级地震
III级地震应急响应启动，暂无人员伤亡

王三运受贿案一审郑州开庭
被控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6685万余元

河南严打假牌套牌等行为
车辆被套牌该怎么处理？

线上线下“豫”见人才
2018年河南大规模招聘会大幕即将开启

为了避免参会期间排队拥堵，各类
人才可以通过大会官网提前报名、注册
信息，即可不用排队快速通行！

咨询热线：0371-12333
官网：www.zghnrc.gov.cn

微博：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大会
微信：河南招才引智大会、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微信小程序：河南招才引智

两只国宝级大熊猫乘飞机抵郑

昨天抵达郑州的两只熊猫中的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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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曹楷 程硕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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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侯梦菲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