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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日电
（记者魏玉坤）记者2日从交通运
输部获悉，全国高速公路ETC门
架系统建设和ETC车道改造工程
建设全面完工，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工作由工程建设阶段顺
利转入联调联试阶段。

根据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总体工
作部署，10月底前要完成部省两
级系统升级、高速公路收费站、

收费车道、ETC门架系统硬件及
软件标准化建设改造，并在12月
底前开展系统联调联试，基本具
备系统切换条件。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 10 月 31 日，全国 29 个
联网收费省份的24588套ETC门
架系统、48211 条 ETC 收费车道
全部完成工程建设和改造，部省
两级系统改造、部站传输系统建
设等系统工程建设也已完成。全

国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
已转入联调联试阶段。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交通运输部将组织各地交通运输
部门和相关技术支撑单位，扎实
推进通信链路联调联试、系统功
能联调联试等方面工作，不断优
化系统功能，完善系统切换方案，
确保年底顺利实施系统切换，如
期优质全面完成取消全国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的目标任务。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11月8日 立冬；
11月8日 中国记者节；
11月9日 全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日；
11月10日 世界青年节；
11月12日 孙中山诞辰纪念日；
11月14日 世界糖尿病日；
11月17日 国际大学生节；
11月22日 小雪。 综 合

11月份值得关注的日子

昨日，
记者从市
气象局了
解到，根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
6 日受低槽影响，我市部分
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6
日夜里到 7 日冷空气再次影
响我市，其他时间以晴或多
云天气为主。

我市今日至后天具体天
气预报如下：4 日，晴天间
多云，偏东风 3 级左右，气

温 7℃~20℃；5 日，晴天到
多云，偏东风2级～3级，气
温 6℃~20℃；6 日，多云到
阴天，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
或小雨，偏东风 2 级～3 级，
气温10℃~18℃。

市 气 象 局工作人员提
醒，本周白天气温不算低，冷
空气“打压”的是最低气温，
昼夜温差在10℃左右，让早
晚的寒凉之意有了初冬的气
息，早晚出门时尽量多穿件
衣服，谨防感冒。李 秋

本周有雨有冷空气
昼夜温差较大

本报讯（记者杜玲） 11月
2 日，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
聘高校毕业生 （秋季） 焦作站
巡回招聘会在河南理工大学体
育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城市
联动，精准服务”为主题，以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2020
届高校毕业生为服务对象。活
动由人社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
发起，市人社局、河南理工大
学、河南矿业人才市场联合主
办。当天，来自北京、浙江、
上海等 27 个省份的640 家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33323个，吸引2
万余名高校毕业生进场求职，
8000余人与单位达成初步就业
意向。

当日上午，招聘会现场人
头攒动，招聘展位前排起长队
的大多是国有企业、焦作本地
知名民营企业。来自山西的中
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这次计划
招聘20人，从9时到10时，一
个小时的时间，就收到20多份
求职简历。“我们这次来焦作参

加巡回招聘会，专门把企业的
公章带到了现场，遇到合适的
优秀人才可以当场签约，现场
办公。”该公司招聘人员说，

“此次招聘会规模大，应聘大学
生素质高，他们在选择工作单
位时也更加理性，下一步我们
会和大学生进行面谈，争取把
优秀人才签到企业。”

招聘会上，来自27个省份
的 640 家 企 业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33323个。其中，省内239家企
业提供就业岗位9815个；省外
401 家企业中，北京、浙江、
上海、广东、江苏 5 省份参会
单位均超过30家，共提供岗位
12407个。

据悉，这次大中城市联合
招聘服务是国家人社部确定的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项重
要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已经连
续举办七届，成为全国人社系
统公共就业服务的一个重要品
牌，被列入国务院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的六大专项活动。

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焦作站
巡回招聘会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

3.3万多个岗位供学子挑选
800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1月2日约11时，在云台山名胜风景区红
石峡景点发生了感人至深的一幕：一名外地游
客突发疾病，不省人事。关键时刻，该景区环
卫工作人员、安全员、医务人员及众游客纷纷
伸出热情之手，紧急施救，使得这名游客转危
为安，演绎了一场生死极速大营救。

当时，记者正在红石峡景点的峡谷飞桥上
进行航拍采访，回头间猛然发现，远处一群人
抬着担架急匆匆地向景点出口奔跑，一名游客
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走近后，只见几名穿着
景区服装的管理人员和众人抬着担架，满头大
汗，一辆救护车早已等候在景区出口。

原来，这位游客叫吕秀丽，今年52岁，来
自辽宁省营口市，她们50多人慕名随团到云台
山旅游，没想到身体出了意外，这可吓坏了导
游李英丽和其他姐妹。慌乱不知所措时，该景
区的环卫工作人员、安全员主动跑了上去，有
两名学医的游客自告奋勇展开紧急施救。

该景区工作人员和好心人一边向红石峡景
点管理所报告情况，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

红石峡景点的尽头到出口大约需要攀登
300 多级台阶，约 1.5 公里的路程，艰难程度
可想而知，而该景区的环卫工作人员、安全
员、医务人员还有两名年轻人，一路奔跑，
一口气将游客吕秀丽安全送到停在出口的救
护车上。接到120的指令，早已在此等候的修
武县七贤镇中心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接过了“接
力棒”。

吕秀丽得救了。回想起发生的一幕感人故
事，导游李英丽感慨万千：“云台山、焦作人
还有许多伸出援助之手的不知姓名的好心人太
让我感动了，焦作令我终身难忘！”

后采访得知，在现场参与急救的有：两名
医务人员不知姓名；自始至终一直帮忙抬担架
的另外两名年轻人是现役军医；该景区的管理
人员分别是郭书方、张长明、苏小英、范海
涛。

当日17时，记者再次电话联系了已经完全
恢复健康的吕秀丽，她挥舞着手，非常激动，
想通过焦作日报向所有的好心人问好。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影报道

一名外地游客焦作景区突发疾病
众好心人极速营救病人转危为安

本报讯（记者李秋 通讯员钟晓鹏）近日，50只
来自所罗门群岛的蓝喉皱盔犀鸟从首都机场入境，经验
证、查验后转运至焦作沁阳市天鹅湖生态园蓝喉皱盔犀
鸟指定隔离检疫场，开始为期30天的隔离检疫。隔离
检疫结束后，该批动物将被运往浙江和天津动物园。据
悉，这是我省首次进口蓝喉皱盔犀鸟。

犀鸟是一种奇特而珍贵的大型鸟类，佛法僧目犀鸟
科为本科动物的统称。犀鸟以某些种类上嘴基部的骨质
盔突而著名。嘴部占身长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宽扁的脚
趾非常适合在树上的攀爬活动，一双大眼睛上长有粗长
的眼睫毛，最古怪的是，在它的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
突起，叫做盔突，就好像犀牛的角一样，故而得名犀
鸟。犀鸟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大部分犀鸟生活
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是一种珍贵而漂亮的鸟
类，一般寿命在30岁至40岁，高寿可达50岁。

为确保此批犀鸟顺利进境，焦作海关提前介入，优
化服务，主动作为，强化监管，制订了周密翔实的隔离
检疫监管工作方案，指导隔离检疫场前期选址、建设，
实地监督隔离场做好饲喂圈舍卫生打扫、防疫消毒及饲
料消毒等准备工作，并对运输过程进行全程监管，保障
各项通关流程顺利进行。

蓝喉皱盔犀鸟首次运抵我市

本报讯（记者梁智玲） 进入 11
月，距离今冬集中供热开始的日子越
来越近。能不能用上暖气，成为很多
居民关注的热点。记者昨日从中环寰
慧 （焦作） 节能热力有限公司了解
到，目前我市城区共有263个集中供
热 换 热 站 ， 为 560 多 个 小 区 （单
位）、1800万平方米集中供热。对相
邻小区实施并站供热，已成为解决我
市老城区集中供热的主要方式之一。

据介绍，热力公司在进行换热站

建设时，会根据某一片小区分布情况
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做好供热管网的
口径预留，以实现管网的科学布局和
热力的平衡调度。“很多集中供热换
热站在完成所有小区按规划接入之
前，无论预留管径还是设备运行都未
实现满负荷运行。因此，根据换热站
周边小区入网情况顺序接入，并不会
影响先接入小区的供热效果。”中环
寰慧（焦作）节能热力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

热力公司有没有使用一个换热站
为周边几个小区供热的权力？中环寰
慧（焦作）节能热力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河南省城市供热条
例》《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焦
作市集中供热管理办法》《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相关文件的解释，换热站作为市政
公用设施，是由热力公司进行统一规
划、使用、管理和维修维护，并非属
于某个小区独有。因此，任何人均无
权干涉热力公司根据集中供热规划进
行的施工和管网建设行为。

“集中供热管网和换热站合并使
用是根据周边小区用热负荷提前规划
好的，新接入用户都在热负荷允许范
围之内。”中环寰慧 （焦作） 节能热
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随着我市
老城区集中供热事业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小区将实现并站供热。在实施并
站施工前，热力公司会提前核算，计
划热负荷，并在小区内张贴通知，希
望社会各方理解集中供热的特殊性，
为热力施工提供方便。

263座换热站为560余个小区（单位）供热
换热站并站供热解决我市老城区集中供热难题

众人抬着突发疾病的游客吕秀丽急奔景区出口。

众人将游客吕秀丽送上救护车。 恢复健康后的吕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