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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压压面面机机““咬咬””手手，，消消防防““虎虎口口””救救人人
事发单县，因抢救及时，女孩只受轻微伤

本报单县7月17日讯(记者
邓兴宇 通讯员 梁道金 )
15日16时许，一声痛苦的叫

声打破了单县谢集乡某村的
宁静，一名小女孩无意中将右
手放进了正在运行的压面机
中，右手当场流血不止。女孩
家属报警后，消防官兵赶到救
援，5分钟破拆压面机，成功解
救女孩。

15日16时54分，单县消防
大队北园中队“119”值班室接
到报警称，单县谢集乡某村一
女童右手被压面机卡住，请求
救援。接警后，中队立即出动1
部抢险救援车、7名消防官兵
赶赴现场紧急处置。

官兵到达现场后，只见一

名小女孩右手被卡在压面机
滚轴内，小女孩脸色苍白，表
情痛苦，被卡住的右手血流不
止，现场血迹斑斑。为避免给
女孩造成二次伤害，指挥员认
真勘察了四周情况和机器构
造，经现场询问和勘察后，指
挥员下达救援命令。

先由伤者家属上前安抚
受伤女孩，配合消防官兵现场
救援，同时命令救援人员利用
手动液压扩张钳对压面机滚
轴进行强行破拆，但考虑到扩
张钳在破拆时极易发生滚轴
转动给小女孩造成伤害，指挥
员在联系经销商同时，询问现
场人员有没有专用于拆卸滚
轴的工具。此时，小女孩的爸

爸提供了螺丝刀、小扒钩、小
剪刀等工具。

随后，指挥员命令一名战
士牢牢扶住小女孩的手臂，避
免震动给女童带来伤害，另一
名消防官兵利用工具慢慢将
滚轴卸下。5分钟后，消防官兵
成功破拆了压面机，将女孩解
救，并立即将女孩移交给现场
医护人员救治。

据了解，由于抢救及时，
女孩的右手手指并未被压断，
只受到了轻微伤害。

消防人员正在破拆压
面机救人。（单县消防供图）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争取了部分省内大型企业在菏泽免学费委托培养指标，根据企业用工需求，高中、中职毕业生在校学学习时间1-2年，初中毕业生2-4年，与企业签订就业合同，到企业实
习和工作。学院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省财政厅全额拨款的高等院校、副厅级事业单位。设有邮政和建材行行业2个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站、山东省职业技能鉴定站、山东省职业介绍
中心分中心，具有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介绍就业一体化功能，培养生产、服务、技术、管理第一线的应用型高级级技术技能人才及职业技术院校的实习指导师资。

以上专业全部免学费，学生个人仅承担住宿费800元/年(6人间)、书费和生活费。每学年发放奖学金和生活补助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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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企 业 简 介 工 资 待 遇

招生

对象

招生

计划
培养专业

菏泽金正

大集团

菏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坐落在菏泽长江路东首，是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从事复混肥料、缓控释肥料及其他新型有机肥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注册资金10亿元，总资产18亿元。

公司新项目年产120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总投资约36.6亿元，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①实习一个月期间发放40元/天生活补助。

②转正工资3000元左右。享受公司福利待遇（节日福利、生日福利等），缴纳五险一

金，公司免费提供住宿及住宿必需用品（水、电、空调、洗浴、网线、电视等）。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40人
化工工艺

工业分析

青岛海尔

集团

海尔集团是世界著名家电制造商、是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已连续四年蝉联全球销量最大的家用电器品

牌，用户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商之一。2012年，海尔集团全球营

业额1631亿元，在全球17个国家拥有8万多名员工，海尔的用户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习工资2300--2800元/月。转正签定正式合同,工资3000--4000元/月。年终奖约为

2倍月工资。缴五险一金。住宿免费。餐补12元/天。高温补贴、冬季烤火费100元/月。

春节报销往返路费并发放年货500-1000元。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60人
机电一体化

电气自动化

日照钢铁

日照钢铁有限公司坐落在日照市岚山区，是一家集烧结、炼铁、炼钢、轧材于一体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拥

有固定资产520多亿元，职工16000余名。全年产钢1200多万吨，产材1190万吨，销售收入581亿元，利税63.7

亿元，上缴税金39.2亿元。

实行4班3运转，每周休2天，交五险一金。试用期工资1800元/月，转正工资3500—

5500元/月（一般在4500元以上）。住宿免费（公司配被褥、空调、洗浴、电视等）。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90人

机电一体化

电气自动化

数控技术

泰山玻纤

有限公司

泰山玻纤坐落在泰安市区，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中国中材集团全资子公司，国家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海关总署红名单企业、世界同行业五强企业之一。拥有行业内唯一国家级技术中心、首家企业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产品出口美国、欧洲、中东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固定资产74亿，员工7000余人。

公司实行4班3运转（每月休息8天）。试用期工资1800元，转正工资3000元/月以上，公

司提供单身公寓，设有中央空调，有公共洗浴设备。缴纳五险一金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40人
化工工艺

电气自动化

青岛三利

集团

三利集团坐落在美丽的青岛，总部A区占地面积8.6万㎡，现在在建的有B区及C区千亩产业园，现有员工三

千人，拥有专利技术近两千余项，是国内供水设备生产的领军企业，是我国供水行业唯一一家获得“中国驰

名商标”的企业，第十六届亚运会供水设备独家供应商，产品遍布全国。三利的发展定位是：百年铁饭锅，三

利大家庭。企业给员工搭建一个摆脱打工身份，长期稳定、安全有保障发展终身的平台。

试用期工资1500-2500，转正2500-5000，签订合同、缴纳保险。志愿申请加入三利大

家庭经考核合格，三餐免费，办理青岛户口，安排家属工作和子女入学，免费提供着

装及日常用品、理发、医疗等。普通员工住单身公寓，业务技术骨干分配高档单元楼，

在企业连续工作满一定年限或退休后单元房归个人所有。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40人
电气自动化

焊接技术

祥光铜业

祥光铜业有限公司坐落于阳谷县，西临京九铁路，东靠聊阳公路，是一个投资56亿元，设计规模为年产阴极

铜60万吨、黄金20吨、白银600吨、硫酸140万吨的特大型铜冶炼厂。是当前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安全、环保、节

能、高效的现代化大型铜冶炼企业，也是世界上第二个采用闪速熔炼和闪速吹炼工艺的铜冶炼企业和世界

上单系统熔炼能力最大的铜冶炼厂。

实行4班3运转（每周休息2天），试用期3个月。转正工资2500元左右。享受公司福利待

遇，缴纳五险一金，公司免费提供住宿，有福利性食堂，免费班车接送。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40人

工业分析

机电一体化

焊接技术

华泰化工

集团

华泰化工集团位于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大型企业。拥有固定资产60亿元，现有职工近2000人，集

团以氯碱化工、石油化工、精细化工、造纸助剂、热电为产业，已投资50亿元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离子膜烧

碱生产装置、200MW热电联产装置、34万吨工业级双氧水、3万吨环氧氯丙烷、3万吨氯丙烯等生产装置。主要

产品产能100多万吨；其中氯碱产能达到70万吨。2013年完成产值60亿元，利税3.67亿元。

1、新招聘员工见习期不低于1800元，期满职工收入不低于3200元，第三年起收入不

低于4000元。交五险。2、签订长期合同的职工购房时有每人5万元购房补贴。3、员工

实行“四班三运转”制，员工前2年签订2年短期劳动合同，第三年起员工自由选择签

订固定期限合同或无固定期限合同。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40人

化工工艺

焊接技术

电气自动化

山东方圆

有色金属

集团

山东方圆有色金属集团成立于1998年，位于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家以阴极铜生产为主，金、银、铂、

钯、硒、锑、铋等稀贵稀散金属综合提取，集科工贸为一体的集团化企业。集团总资产243亿元，员工2700余

人。铜产量位列全国第六位，金、银产量均列全国前十位，山东省百强企业，全国500强企业。2013年，阴极铜

产量37.6万吨，黄金16.8吨，白银367.5吨，销售收入558.3亿元，利税36亿元，进口额突破30亿美元。

1．实行基本工资 +绩效工资（奖金）+补贴 的工资体系，实发工资3500元/月--5500

元/月，每年增长5℅以上2．公司配有高标准职工公寓及食堂，每月300元生活补助。

3．缴纳社会保险（五险），全年48天带薪休假和全年11天法定节假日（一日三薪）。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40人

化工工艺

电气自动化机电一

体化

限男生

中外运

敦豪

敦豪航空货运公司(简称DHL)，是德国独资的速递货运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空速递货运公司之一。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于1986年12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合资双方为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

总公司和敦豪国际航空快递公司。

面向全国招生，采取1+1教学模式，实习期工资3000左右，提供住宿、发餐补，转正后

工资5000以上，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五险一金），带薪休假和全年11天法定

节假日。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30人 速递物流

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于1993年成立，自成立以来，顺丰始终专注于服务质量的提升，不断满足市场的需求，在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建立了庞大的信息采集、市场开发、物流配送、快件收派等业务机构及服务网络。

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快递企业。

面向全国招生，实行基本工资(岗位工资) +绩效工资（奖金）+补贴(津贴) 的工资体

系，实习期工资2000左右，提供住宿、发餐补，转正后3000以上，缴纳保险（五险）。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60人
速递物流

电子商务

中通客车

股份有限

公司

中通客车是国家863计划和CIMS项目示范企业之一，拥有客车业界首个国家级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率先通过了ISO9001标准质量体系认证和“3C”认证。“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

业”，先后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机械行业500强”、“中国客车50

年十佳品牌”。

①实习期间发放1200元/月生活补助。

②转正工资3000元左右。享受公司福利待遇（节日福利等），缴纳五险一金。

初中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100

新能源汽车

焊接技术

机电一体化

限男生

金羊汽车

集团公司

山东金羊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是以品牌汽车销售、维修、物流运输为主业的股份制有限公司，是位居聊城市汽

车贸易服务领域首位的企业。集团公司下设十一个标准乘用车4S店，三个重型车4S店，两家物流运输公司。

乘用车4S店10个。重型车4S店3个。

①实习期间发放1200元/月生活补助。

②转正工资2000-4000元左右。享受公司福利待遇（节日福利等），缴纳五险。

高中 中职

毕业生
50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车营销

中色奥博

特铜铝业

有公司

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位临清市。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世界五百强——— 中

国有色集团。公司占地1700亩，员工2400人，总资产75亿元，年铜加工能力25万吨，居全国同行业第二位。公

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山东省院士工作站等国家级和省级科技研发中心，是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中国铜管和铜板带材十强企业，是山东省最大、

国内前两位高精度铜及铜合金加工基地。

1、试用期考核合格后缴纳养老、医疗、工伤等五险一金（住房公积金）；试用期三个

月，试用期后2000-5500元。

2、公司建有公寓楼和餐厅，每月给予职工就餐补贴，为职工解决住房难问题。

3、公司拥有完备的薪酬晋升体系以及职称、技能等级评审权，为职工提供多方位的

发展通道。

高中 中职

技毕业生
50人

机电一体化

电气自动化

数控技术

菏泽市报名点地址：育才路1号(天香公园对过)菏泽市招生办一楼 联系人：刘主任 5191068 13583099910 开学时间：9月7日 诚招各地招生代理 学院联系咨询电话：0635-8511312 13181067636

云南女子来菏骗婚 领刑一年

本报曹县7月17日讯
(记者 邢孟 通讯员 张
新景) 经与他人预谋，云
南女子赵某以结婚为名，
骗取曹县一村民结婚礼金
2 . 6万元。近日，曹县人民
法院审结该案，被告人赵
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

曹县人民法院经审理
查明，赵某为云南人，现住
山东省邹城市。2013年5月
19日，赵某与他人预谋后，
以结婚为名，由李某(已判

刑)将赵某介绍给曹县某
村村民袁某，骗取袁某结
婚礼金2 . 6万元。

今年2月12日，赵某因
涉嫌犯诈骗罪被邹城市公
安机关抓获，次日被曹县
公安局刑事拘留，3月15日
被逮捕。案发后，被告人赵
某的家人自愿代为退赔被
害人经济损失2 . 6万元。近
日，曹县人民法院审结该
案，被告人赵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男子用作废房权证诈骗200万
潜逃新疆仍被抓

本报菏泽7月17日讯(记者 赵念
东 通讯员 李增强) 菏泽开发区
一男子以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利
用挂失作废的房权证与他人签订抵
押借款合同，诈骗200万元，到期后无
法归还，后潜逃新疆。15日，菏泽市开
发区公安分局民警远赴新疆，将其抓
获。目前，该男子某因涉嫌诈骗被依
法刑事拘留。

据开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民
警高鹏介绍，2012年8月，温某以公司
急需周转资金为由，以房权证作抵

押，从巨某处借款200万元，期限10个
月。前3个月，温某按照约定正常支付
利息，后未再支付利息。

“借款到期后，温某未归还本金，
找借口要求缓期归还，过了一段时
间，温某电话联系不上了。”巨某说，
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于2013年5月到
有关部门查询发现，温某抵押的房权
证已于借款前的2012年3月公告丢
失，2012年4月补办出新的房权证，
2012年8月借款抵押的是已挂失作废
的房权证，发现自己被骗后，遂报案。

高鹏介绍，事发后，温某潜逃新
疆。2013年5月，开发区警方接到报案
后展开侦查，抓捕温某未果，于2013
年12月将其上网追逃。今年7月，温某
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乘坐汽车外出时，
被当地警方治安检查站民警抓获归
案。

15日，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远赴
新疆，将涉嫌合同诈骗上网逃犯温某
抓获归案，并押解回菏泽。16日，温某
因涉嫌诈骗被开发区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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