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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粤消宣）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

员招录工作正在进行中。 记者从广东消

防救援总队获悉，经应急管理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此次广东省消防

救援队伍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 600

名

（ 均为男性）

。 此次招录采取网上报名

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为 2 月 28 日 18

时。

据介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

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按照纪律

部队标准建设管理，是应急救援的主力

军和国家队。 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由原

广东省公安消防部队转制组建， 设 21

个消防救援支队和总队培训基地、总队

特勤大队、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

（ 广东

）

基地，在县

（ 区 、市）

设消防救援大队和

若干消防救援站。

记者了解到，此次消防员招录采取

网上报名方式。 招录对象可在报名期限

内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

员招录网站 (

网址 ：

http:/ / xfyzl.119.gov.

cn)，录入报名信息，也可到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各支队、大队、消防救援

站(

中队

)，领取宣传资料，现场上网填写

报名信息。 提供虚假报名信息的，取消

招录资格。

据悉，此次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面

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 600 名

（ 均为男

性）

，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具有广

东省户籍或取得广东省居住证的常住

人口；年龄为 18 周岁以上、24 周岁以下

(1994

年

3

月

1

日至

2001

年

2

月

28

日

期间出生

)

，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年龄

放宽至 26 周岁 (1992

年

3

月

1

日以后

出生

)；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

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还可以进

一步放宽。

此外记者了解到，消防员招录无需

缴纳报名费、体检费、考核测试费等，所

需经费均由财政保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蔡紫容 ）

2 月 14 日晚 21

时 02 分，广州市 119 消防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 位于海珠区沙园三

街南一住宅民房 6 楼发生火灾，

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迅速调派附

近消防救援站赶赴现场救援。

消防到达现场后， 发现现场

为一栋 9 层钢混合泥土结构住宅

民房，起火位置在 6 楼，有较大烟

雾往外冒， 火势处于猛烈燃烧阶

段。经询问现场知情者了解到，着

火的楼房为 601 房， 有人员还在

楼内。得知情况后，现场指挥员立

即组织人员分别向楼内外铺设水

带出水进行灭火， 同时组织搜救

队员对楼内被困人员进行搜救。

搜救过程中， 分别在 7、8 楼发现

7 名被困人员， 消防队员迅速将

其转移至一楼安全区域。 最终消

防员经过大约 30 分钟的扑救，将

火扑灭。 燃烧物质主要为棉被、

床、电器设备等等物品。

记者从广州消防部门了解

到，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为 15 平

方米，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原因是一名男子在家中床上给手

机充电引起。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粤

司宣）

前日，广东省司法厅晒出 2018 年

全省行政复议工作“成绩单”，全省各级

行政机关审结行政复议案件 30150 件。

据介绍，2018 年， 广东省各级行政

机关共新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33565 件，

比 2017 年 的 29447 件 同 比 增 长

13.98%，经审查立案受理行政复议案件

31395 件，审结率达 96.03%，经复议提起

诉讼的案件有 6997 件， 占收到复议申

请案件总数的 20.85%。审结案件中近八

成的行政争议在复议环节得到有效化

解，基本实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

据介绍，2018 年全省共处理行政争

议案件 55007 件， 其中行政复议案件

33565 件，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21442 件。

全省行政复议机关通过集中受理行政

复议申请、受理点前移、网上受理、公开

审理等“阳光复议”举措，把更多的行政

争议引入行政复议渠道处理，全省行政

争议的 61%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且

进入复议程序的行政争议有 79.15%被

化解在行政复议环节

（ 经复议提起诉讼

的案件占复议案件总数的

20.85%

）

。 群

众对行政复议制度的认同感和信赖度

正在不断提高。

此外，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充分

运用纠错监督机制，加大了案件纠错力

度。 2018 年，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直

接纠正行政机关决定

（ 含确认违法、撤

销、变更、责令履行）

4394 件，占 14.57%；

以和解调解方式终止结案的 5191 件，

占 17.22%。

广东面向社会招录600名消防员

报名截止时间为2月28日，无需缴纳报名费体检费考核测试费等

广州一男子在床上

给手机充电引发火灾

省司法厅晒“成绩单”

2018年审结行政复议案超3万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

春节

期间， 提前盛放的华农樱花霸屏朋友

圈， 一大簇粉色的花海吸引不少游客

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

前日，华农发布通告：校外车辆入

校预约提前至 2 月 21 日正式实施。同

时为确保校园赏花安全有序， 记者昨

日了解到，华农保卫处联合天河交警、

五山派出所对五山路、 茶山路、 岳洲

路、 五山广场及西南门区域实行临时

交通管制，从即日起周六、周日早上 8:

00 至下午 6:00 点，封闭五山路口左转

进入华农西南门车道， 西南门禁止机

动车通行。

华农赏樱火爆 五山路等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交通指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市民林先生报料，称 16 日中午在

天河沐陂村公交总站， 一名赤裸

上半身的男子突然搬起共享单车

砸人， 还拿起石块砸烂了站内的

公交车玻璃。 幸好很快民警接到

报警后赶到， 和总站工作人员及

路人一起将该男子制服， 最后民

警将其带走。

据沐陂村总站 B4B 站长唐

先生介绍， 当时该男子扔完共享

单车后， 又跑到站长室拿水往自

己身上泼，“之后他又捡石头扔公

交车玻璃。”记者从唐先生提供的

视频看到， 一名赤裸上半身的男

子站在一辆公交车的后车位置，

当时该公交车后车车门玻璃已破

了个大洞， 该男子正用手将已经

破碎的车门玻璃打下来。 唐先生

说， 许多公交车司机跟总站工作

人员曾上前制止， 但该男子情绪

过于激动，多次劝阻未有效果。幸

好民警很快赶到， 最后将该男子

带走。

（报料人：佚名 奖

50

元）

一男子打砸公交车

警民合作将其制服

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到华农赏樱。 信息时报记者 曾雯雯 摄

�●

校园道路封闭

华农西南门至“华南农学院”石刻路

段、校友会至第三教学楼西侧洪泽路路段

以及华山学生活动中心至兽医学院 45 号

楼东侧路段实行封闭。 此外，根据赏花人

流和车流情况，学校可能临时封闭行政楼

南面鄱阳路路段。 封闭时间为周六、周日

早上 8:00 至下午 6:00， 封闭时间内只允

许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机动车辆须绕行

其他门岗进出学校。

●

校外车辆入校

紫荆花期开放汇景北华农东门作为

预约车辆专用通道，通过预约手续获批进

入学校的机动车辆可导航至汇景北路公

交总站， 并从汇景北华农东门进入学校，

不得从其他门岗进入学校。未通过预约的

校外车辆原则上不允许入校。

●

校内车辆进出

为方便校内月保车辆进出，学校新增

开放东区 28 栋门岗入口作为校内月保车

辆自动专用通道，车辆需要安装粤通卡和

ETC 标签。 学校建议校内师生员工、车主

应尽量避免从华农西南门进出学校，绕行

通过茶山、启林南、东区 28 栋等门岗进出

校园，以免因华农西南门封闭禁止机动车

通行影响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