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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 5 宗物业招租，

有意 者 请 电 ：87123032

梁小姐。（非诚勿扰！ ）

广告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粤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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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2019年度第二次面向社

会招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计划

招录消防员1000名，均为男性，其中定

向招录退役士兵400名、 公开招录社会

青年600名。 此次招录采取网上报名方

式，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10日18时。

需有广东户籍或居住证

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http://xfyzl.

119.gov.cn）。 网上报名时，招录对象须

填报个人信息进行账号注册和实名认

证。登录成功后，按照类别选择“退役士

兵”或“社会青年”报名通道，退役士兵

招录对象不得隐瞒服役经历选择“社会

青年”报名，一经发现取消招录资格。

据悉，此次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面

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 10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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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生日

期在

1994

年

10

月

11

日至

2001

年

10

月

10

日之间）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

年龄放宽至 26 周岁

（

1992

年

10

月

11

日以后出生）

。 定向招录的退役士兵须

为解放军或武警部队服役期满退役士

兵

（ 含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常退

出消防员）

。

不需缴纳报名费体检费

据了解， 招录对象不需缴纳报名

费、体检费、食宿费等工作经费。经批准

录用的消防员，培训合格后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规定，授予

相应消防救援衔，由省消防救援总队在

本省行政区域内统一分配。工作满规定

年限，根据个人能力素质、现实表现和

岗位空缺情况， 可按规定比例逐级晋

升。 消防员中的优秀业务骨干，通过单

独招生择优选拔到消防院校定向培养，

毕业后提任为指挥员。

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

消防员，还可通过专门录用干部考试直

接提任为指挥员。 工资待遇由“中央财

政+地方补贴”构成，总体薪酬高于当

地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水平。消防员按

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属地

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伤亡抚恤待遇，并根据消防救援工作特

点建立伤亡附加保险制度

（ 在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社会保险、抚恤优待等

相关政策出台前，按转制前政策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

题、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

圣职责。 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正义斗争中， 形成了“一个中国”

原则。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党和政府

开始提出，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

可能的方式， 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

方式。 “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

下， 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

“用和平谈判的方式， 使台湾重新回到

祖国的怀抱， 而避免使用武力”。 但由

于种种因素制约， 这些主张未能付诸

实践。

1958 年 10 月 6 日， 由毛泽东起

草、 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

《告台湾同胞书》 公开指出，“我们都是

中国人。 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1958 年 10 月 13 日， 毛泽东在一

次谈话中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

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要

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

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 1960 年 5

月 24 日，周恩来将谈话精神概括为“一

纲四目”，并通过张治中 1963 年 1 月 4

日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方面。

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 以和平

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为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统一指明了方向， 为“和平

统一、 一国两制” 方针的确立奠定了

政治基础。

据新华社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蔡紫容）

广州昨日消防通报，9 月 16 日

14 时许，5 名驴友被困广州从化的鸡枕

山，其中一人被雷击中，伤势严重。消防

员到场后耗时 10 小时，成功实施救援。

9 月 16 日 14 时 38 分许， 广州从

化区江浦中队接到警情：在鸡枕山有人

员受伤被困。中队指挥员马上集合中队

山岳救援分队共 7 人，携带专业的器材

装备赶往山上救援。 在赶往救援的路

上，指挥员与被困人员进行通话了解其

情况。据初步了解，被困人员共有 5 人，

被困于鸡枕山顶峰，其中有一名女性被

雷电劈伤，无法行走。

15 时 50 分，中队队员到达山脚后

与现场民警一起商讨救援路线。由于被

困人员受伤严重，指挥员马上组织全体

队员上山开辟救援通道。 上山途中，因

雨天路面变得非常湿滑，并且可供人行

走的面积非常小，沿途几乎都是悬崖峭

壁，危险系数极大。

18 时 40 分许，全体救援人员到达

被困人员位置。 经检查发现，受伤女性

因遭雷劈伤， 腹部脚部大面积烧伤，情

况十分危急。 救援人员一边安抚伤者，

一边利用多功能担架将其固定住， 防

止二次受伤， 并利用“扛搬抬” 的轮

流作业方式将其运往山脚。 9 月 17 日

凌晨 1 时许， 救援人员成功将伤者送

至在山脚， 并送上已在此等待的救护

车上。

消防部门提醒：户外登山切勿登高

涉险，要注意中途适当休息，避免因过

度疲劳而体力不支导致意外发生。攀登

前，要对山上的环境、气候特点有所了

解，事先做好登山路线，最好有熟悉山

势的向导带路，切勿盲目在山中摸索前

行。 登山应结伴出行，遇到危险或发生

意外后，有队友可以相互帮助并能及时

向有关部门求助。

据新华社电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

爆发88周年。昨日上午，来自社会各界

的上千名人士在沈阳隆重集会， 举行

撞钟鸣警仪式， 以铭记历史， 缅怀先

烈。

9时18分，纪念仪式在嘹亮的国歌

声中开始。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

前，人们列队整齐，神情肃穆。 14名社

会各界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槌，击

响“警世钟”。 14响钟声回荡在空中，寓

意着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艰辛历

程，声声入心。

警报声划破天际， 鸣响3分钟，街

道上的汽车纷纷停下，鸣笛示警，行人

驻足肃立。 辽宁省其他13市也同时鸣

响防空警报，共同纪念这一国难日。

退役老军人代表邹继良说：“现在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可我们一定要居

安思危，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我

们要时刻记住，要团结起来，建设强大

的国家！ ”

自1995年以来已连续25年， 每逢

九一八纪念日， 警报在沈阳这座城市

拉响。

信息时报讯

据《新民晚报》报道，

上海市公安局决定自2019年10月10日

起， 对所有交通违法行为人接受罚款

处罚后逾期15天不履行处罚决定的，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109条有关规定，每日按罚

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总数

额不超过处罚金额。

逾期15天如何计算？ 交警总队举

例： 交通违法行为人在2019年9月1日

接受200元罚款处罚的， 应当在9月16

日前缴纳罚款，逾期未缴款的，10月10

日起将被加处罚款，并从9月17日起计

算逾期天数和加罚金额。

同时， 公安机关将对上海市有多

起违法逾期不执行罚款处罚的当事人

实施违法催告，强化路面查处、加强对

失信“大户”拦截处理。对5起以上交通

违法处罚逾期不缴款的， 公安机关还

将严格依据《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将人员信息纳入上海市

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警方表示， 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履

行处罚决定既是交通违法行为人应尽

的法律义务， 也是诚实信用的道德要

求。 上海公安机关对逾期不履行处罚

决定的当事人依法加处罚款、 纳入征

信系统， 目的是督促违法当事人摒弃

拖延处理交通违法、 拖延履行处罚决

定的陋习， 充分发挥处罚的教育引导

作用， 提升市民群众养成尊法守信的

自觉意识。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广东公开招录1000名消防员

定向招录退役士兵400名、公开招录社会青年600名，高中学历以上可报名

勿忘九一八

沈阳举行撞钟鸣警仪式

交通违法逾期不缴款

上海将“加收”罚款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驴友登山被雷击伤，困在顶峰无法行走

消防员徒步10小时抬担架救人

下 山 道

路湿滑，救援

人 员 轮 流 作

业，抬着担架

将 伤 者 运 往

山脚。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