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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招66名名小小学学语语文文教教师师，，440000余余人人报报名名
1800多人报名教师编招聘，竞争最激烈的达到70：1

的哥误碰按钮

“被打劫”虚惊一场

本报 8月 6日讯（通讯员
代晴晴 记者 梁越）

近日，一辆河北牌照的出租
车行驶在2 4 8省道上，出租车
后部显示屏显示“我被打劫
请报警”。随后，热心群众报
警，回河派出所民警拦截出
租车后发现，原来是出租车
司机误碰报警开关，导致虚
惊一场。

3日2 3时左右，济阳县公
安局回河派出所接到指挥中
心 指 令 ，有 热 心 群 众 报 警 ，
在省道2 4 8线上，一辆河北牌
照的出租车显示屏显示“我
被 打 劫 请 报 警 ”，出 租 车 已
经 行 驶 到 回 河 派 出 所 辖 区
内，请拦截。

接到报警后，回河派出
所民警迅速驱车赶往现场，
并在济阳交警大队检查站民
警的配合下，在省道2 4 8线与
回河镇黄河大街交叉口将车
辆拦下。

经检查，出租车内只有驾
驶员宋某某，没有乘客。“经
过我们仔细询问并且与出租
车公司取得联系，确定宋某某
就是出租车驾驶员，并没有被
人打劫。”民警说。

原来，出租车显示屏显
示的内容是宋某某不小心触
碰 报 警 开 关 引 起 的 。随 后 ，
民警告知宋某某将显示屏开
关关掉后再行车以免引起不
必要的麻烦。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梁
越） 近日，一男子假装医院
采购员到一电脑店采购电脑，
当送货员送至医院时，男子却
趁其不注意携带3部万元以上
的笔记本逃走。

1日上午10时许，一位戴
眼镜、身穿白色上衣和黑色裤
子的男子走进了张先生的电
脑店，并声称自己是济阳县医
院采购科工作人员，要采购电
脑，并挑了3部笔记本和两台
台式机。见采购数目不少，张
先生急忙招呼。

最终，该男子选择了3部
高配置的笔记本，每部1万余
元，同时，还挑选了两台台式
机，单价也在3000元以上。

当问及如何付款时，该男
子要求张先生上门送货安装
后再付现金。“装好货后，我就
随他一同到达县医院。”电脑
店员工王先生说，司机将5部
电脑放下后便去停车，他则准

备将电脑搬到大厅。
“此时，该男子称帮忙拿着

三部笔记本。”王先生说，考虑到
以往也有热心客户，他也没多
想，自己抱起主机紧跟着男子往
大厅方向走。“该男子又说天气
太热，要在大厅内等候。当我回
原处搬显示屏再次回到大厅时，
该男子却不见了！”

王先生称，自己当时就意
识到上当受骗了，围绕大厅找
了好几圈，却不见男子踪影。

“我便跑到医院采购科询问有
无此人，采购科称并没有那个
人，也没有采购电脑的项目，
且医院一般会统一订购，并不
会派个人前往购买。”

随后，张先生调取了医院监
控录像，显示该男子11时32分从
急诊科逃走。“该男子一路小跑，
左手提着两部笔记本，右手提着
一部。”员工王先生说，随后张先
生拨打报警电话，并将监控视频
提供给警方。

2日上午，张先生再次来
到济阳县医院，调取了病房楼
外的监控录像，发现该男子走
出医院后，乘坐一辆出租车离
开。经过多方打听，张先生找
到了该车主，车主称当时该男

子乘车到达崔寨，又乘坐长途
车赶往滨州。

“老板经营电脑店十余年
了，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希望早日破案。”王先生说。目
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冒冒充充采采购购员员，，骗骗走走33部部笔笔记记本本
每部笔记本价值均在万元以上

本报 8月 6日讯（通讯员
张远辉 记者 梁越）

近日，市民王女士反映，今年
小麦良种补贴取消，不知道
统一供种服务是否也取消。
对此，济阳县农业局相关负
责人称，统一供种服务今年
将继续实施。

“秋种期间，济阳县一直
以来为全县农户提供小麦统
一供种服务，既能保证麦种
纯度，又能减少单户拌种带
来的麻烦，省工又省事。可今
年小麦良种补贴取消，小麦
良种统供服务是否也会随之
取消呢？”王女士称。

针对这一问题，济阳县
农业局综合科科长高玉新介
绍，小麦良种补贴项目是国
家惠农政策重要内容之一，
有效推动了小麦主导品种的
使用，为夏粮连年增产奠定
了基础，受到广大农民群众
的普遍欢迎。

今年将继续实施小麦良
种统一供种，农业局目前正
积极开展招投标前的准备工
作，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今年
将 继 续 采 取 差 价 补 贴 的 方
式，为广大农民朋友统一提
供小麦良种，供种量初步确
定为每亩7 . 5公斤，预计秋种
以前将会陆续发放到户。

统一供种服务

今年继续实施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王明国 高吉
友） 4日到5日是2015年教师
编招聘的报名时间，截止到5
日17时，共有1800余人报名，
仅招聘75人。竞争最激烈的岗
位为小学语文教师，共录取6
人，却有400余人报名。初中物
理教师岗位招聘6人，仅有30
余人报名。

4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
济阳县教育体育局，看到已有
百余人正在排队报名。“我一
早就从济南赶过来了，生怕上
午报不上名，7点就开始排队
了。”在济南工作的小王说。

“没想到报小学语文教师的
这么多人，就这个队伍最长，等
了半小时还没排上队。”今年刚
毕业的小李说，起初自己本想报
初中语文，可发现教师进修学校
仅招1人，几率太小。职专部语文
则为3人，必须为师范类专业。而
乡镇中学仅招4人，且1人还是定
向招聘计划。

此外，济阳县公开招聘教
师计划和专业要求表显示，小
学语文教师岗位专业不限，即
凡是拥有小学（幼儿园）及以
上教师资格证且专科学历以
上者均可。

小学语文教师岗位门槛

如此低，报名人数自然相当
多。截止到5日上午11时，已有
300余人报名。6日上午，记者
从济阳县教育体育局了解到，
该岗位共有400余人报名，而
录取人数仅为6人，即70余人
争1个名额。

此外，本次教师编招聘幼

儿园教师26名，共有300余人
报名。“报名人数相对去年而
言有增无减，去年招聘幼师20
人，报名人数不足200人。”济
阳县教育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说，竞争最小的岗位是初中物
理教师，共有30余人报名，录
取人数为6人。

本次报名截止后，考生需
于10日上午持本人身份证和
交费收据到报名地点领取准
考证。据悉，考试分笔试和面
试两部分，其中笔试时间为11
日（上午9：00-11：00），面试通
知书领取时间初步定于8月17
日，面试时间则为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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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6日讯（记者
张健） 近日，湖北“电梯吃
人”事件一度将电梯推向了
公众视野，涉事电梯为申龙
牌电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
解到，济阳县共有手扶式电
梯 1 6部，其中纬二路诚信商
厦一楼到二楼的两部扶梯为
申龙牌。现在，两部电梯已经
停运。

济阳的16部手扶式电梯
分别属于日立电梯、西尼电
梯、通力电梯、奥瑞克电梯等
多个品牌。现在，电梯使用单
位、维护单位正在同申龙公司
一起，对两部申龙牌电梯的安

全性进行排查。
“诚信商厦电梯型号为

FPL。”济阳县市场监管局特殊
设备科相关负责人称，虽然诚
信商厦的两部电梯和“电梯事
件”中的电梯同属于一个公司，
却是不同的型号，请广大市民
不要过度担心。

此外，上述负责人称，电梯
都设计了跨越梁等承重梁，即
使盖板没有固定好，踩上后也
不至于出现翻转的情况。在这
两部电梯入口和出口处，也由
三块挡板构成，在电机与梯级
之间也有隔板，被卷入的情况
应该不会发生。

厂家与相关部门对电梯进行全面检测

两两部部苏苏州州申申龙龙牌牌电电梯梯停停运运

百余人前来应聘教师岗位。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诚信商厦的电梯已经停运。 本报记者 张健 摄

男子将三部笔记本带走。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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