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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煤气爆炸
苍南一民房凌晨倒塌
被埋5人成功获救，已入院治疗
救援现场
片刻的平静后， 消防官兵不顾钢筋砖瓦划伤的疼
痛，一起涌向声音发源地。
“迅速清理杂物！”十多名战士用铁镐、撬棍等
工具快速清理周围的坍塌残骸、砖块。
“是背部。”废墟中，被困人员的背部露了出来，
为了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消防官兵开始徒手刨
挖。废墟中的玻璃、钢筋划破了战士们的膝盖和双
手，但是没人顾得上这些，现场只有被抛开的砖石，
和一寸一寸向被困者靠近的希望。
6时31分，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寻！
8月28日4时48分，苍南消防中队警铃响起：苍
南宜山镇鱼池街81号民房坍塌，有人员被困。同样
的警铃也响起在龙港消防中队及宜山专职消防队。
5时12分，宜山专职队最先到达现场，只见一
栋二层砖木结构老式民房， 三间房屋整体全部倒
塌。同时被困人员数量、方位都不明确，救援工作
面临极大困难。
“该先从哪里入手？该怎样入手？”成了救援最
大的难题。经侦察，现场指挥员发现废墟中露出的
小半截手臂。 指挥员立即率领一个战斗班冲上前
去。通过手刨的方式将掩盖在被困人员身上的杂物
刨开。同时大声喊话，让其他被困人员保持清醒的
意识。
5时22分， 龙港消防中队到达现场；5时30分，
苍南消防中队到达现场，加入到救援的队伍中。
20分钟后，初战告捷，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被
救出。
5时52分、6时07分，第二名及第三名被困者也
被成功救出。

撑！
救援一刻未停。6时40分许，废墟中再次传来微
弱的呼救声。但由于废墟层太厚，且都是细碎的泥
沙和瓦砾。苍南中队中队长胡俊龙带领一队人顺着
声音的方向徒手刨挖。在刨挖了20分钟后，终于发
现被埋压在楼板和楼梯下的被困者。为防止楼梯坍
塌对被困者造成二次伤害。中队长胡俊龙决定将楼
梯上的杂物清理干净后，再将楼梯撑住，为被困者
撑出生命通道。
7时23分许， 这名被埋压两个多小时的被困者
终于获救。
在经过仔细搜寻和社区居委会对居民信息进行
核实后，确定废墟中的被困人员已全部救出，现场
每个人都长长舒了一口气。

挖！
消防人员救出被埋群众 消防供图

昨日凌晨4时50分许，温州市苍南县宜山镇鱼池街81号民房发
生疑似煤气爆炸。 爆炸导致一栋砖木民房倒塌，5名居民被埋，其
中有两名老人，一名小孩。
经苍南县消防大队、宜山消防中队、派出所、安监所、住建所
等单位3小时的全力施救，5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获救， 并送往医
□通讯员 窦怀栋 记者 蓝莹 谢国林
院救治，目前无生命危险。

6时10分许，龙港中队指导员钟雅在坍塌建筑
的西侧前方，听到微弱的敲击声。“停！大家停！”

事故原因

初步推断是煤气泄漏引发爆炸

此次救援，从房屋倒塌到最后一名被困者被
救出，历时近3个小时。从层层掩埋的废墟下，从
摇摇欲坠的危楼间，苍南消防官兵在3小时的救
援中，托起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希望。目前，5名被
困人员已全部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据目击者称， 可能系民房门口的早餐摊爆炸导
致。记者昨日下午从苍南警方了解到：初步推断是
边上两间住宅发生煤气泄漏，早餐店的燃煤球导致
爆炸，具体结果需消防、安监等部门出具鉴定结果，
目前，发生爆炸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奥克斯 L 系列空调再掀智能风暴
今夏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空调， 真的是让
人挑花眼呀， 不过你如选择奥克斯今年夏天推出
的新品空调 L 系列，应该可以满足绝对挑剔的你。
奥克斯给 L 系列命名“自由风”，以人类最本
原的追求为产品设计初衷和原则，给使用者最大的
权利选择，同时使空调物尽其用，让你随心所欲。
在空调的基本功能选项方面， 奥克斯是用心
地把细节做到了极致。
如果你是个“外观控”，奥克斯替你想到了。
有种感觉叫一见钟情， 你没见到之前甚至不会想
到她的存在，但当你们见面时，你的灵魂会跳出来
告诉你，那就是她！ 风歆质朴的中国传统与时尚灵
动的欧洲风格完美结合， 秀美的曲线配之以 UV
高贵摩卡棕烤漆工艺， 在众多的空调中 L 系统如
出水芙蓉，鹤立“机”群，你是完全可能被她所控。
知道你还是个“功能控”，就不知你想要怎么
样的功能，反正你想到的奥克斯做到了，你没想到
的，奥克斯也替你想到了。

变频，那已经是标配了。 奥克斯作为在空调业
界率先推出变频空调的引导者，当然要做到更好，
L 系列空调使用的是全直流变频， 那才是全新高
科技的技术。 全直流变频是指空调的三大核心电
机（压缩机、室内风扇电机、室外风扇电机）都采
用直流电机。 正是由于全直流变频技术的应用，奥
克斯 L 系列空调温控更精确，冷热更强劲，运行更
节能。 六个字， 说明一切： 省——
—一度到天明；
低——
—0.1W 超 节 能 待 机 ； 准——
—精 准 控 温 ±
—145V 超低电压启动；强——
—-30℃
0.1℃； 稳——
超低温制热；劲——
—55℃超高温启动制冷。
长时间使用空调， 最怕在密闭的空调房内出
现二次污染，空调微生物超标，会增加使用者患呼
吸道疾病。
奥克斯空调采用新型专利 IFD 高效集尘技
术， 在空调出风口发射自由离子与 PM2.5 颗粒碰
撞， 使其荷电， 再经过 2mm 间距的强电场，将
PM2.5 颗粒紧紧吸附在集尘装置中， 强效去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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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招聘

宁波甬聘人才网

宁波市城市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迪昂进出口有限公司 招聘
我公司为国有控股企业, 创立于 1995 年 1 月，国
家一级物业管理资质，现因业务发展需要诚聘:

单证员

公司总部财务人员:
若干名,要求财务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会计上岗
证书，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能熟练操作办公软件、财
务软件，品行端正，工作责任心强,双休,工资面议，从事
过物业财务工作的优先录用。
联系人: 沈老师 联系电话: 27727155
联系地址：海曙区青林湾街 134 号
公交路线：13、14、330、305 到新星村下车
R

诚聘

现代金报 招聘广告独家代理商

宁波江东前途广告有限公司是一家传统媒体与新兴
媒体于一体的大型广告公司。 因公司不断发展现诚聘：

◆销售精英 3 名
有专业老师培训底薪 1500+ 高提成 + 五险 + 奖金。
工作餐补助 200 元，双休，发放节日福利、年终奖等

联系电话： 131 8685 0499 孙老师
地址：海曙区灵桥路 699 号侠客英雄馆 6F

要求：
1. 年龄：23～35 周岁
2. 大专及以上学历，国际贸易相关专业。
3. 熟悉出口单证操作流程，一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4.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5. 工作责任心强，积极主动，细心仔细，宁波本地户口、服
装外贸行业单证经验者优先。

待遇：缴纳社保五险一金，发放半年、年终奖并有其他补
贴及福利等发放，上下班有班车接送，薪资面议。

联系电话：0574-87425825、5970 （周一至周五拨打）
简历接收邮箱:info@dyontex.com
公司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集士港工业园区工贸一路 106 号

报网同步，更多招聘信息登陆宁波甬聘人才网

www.nbrcz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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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本公司因业务需要

内 PM2.5 入肺有害颗粒物，去除率高达 99%以上，
有效杜绝细菌和病毒的传播和感染， 保护您及家
人的健康安全。
对了，你还是个“智能控”，在物联网的时代，
怎么能让空调这居家必需品游离于网络之外呢。
今天，通过奥克斯云服务器，你在家中联网的环境
下，只需用手指轻点手机屏幕，就可以通过机器自
身的计算实现环境与人的理想适配， 一切皆可轻
松实现。 空调在我们面前，不再是被动的了，它也
可以是智能的了。
这个奥克斯 L 系列空调有这么多能耐，是不
是应该可以满足挑剔的你， 不管你是什么控，只
要你该选择，就能证明你的能力，因为选择不仅
仅是权利，更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奔向自由的能
力，奥克斯 L 系列空调助你实现自由的权利。 当
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当你选择使用 L 系列
后，会发现那是真正物超其值，甚至可能会超乎
你的想像。

刊登热线： 0574-56118884 87130900
刊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699 号侠客英雄馆 6F

尚鼎服饰 诚聘

招 聘

欣邦铜业诚聘

业务助理：本地人，男 30 岁以下，
有驾照，大专以上
招 ●外贸采购一名 保管员 1 名：本地人，女，初中以上
普工 1 名
要求：工作认真，负责，具体面谈
其它详情面谈
电话：13738850711 徐先生 联系电话：13906687217 王先生

富安娜家居用品公司诚聘

因工作需要，招聘：

学生公寓管理员 5 名
要求：年龄 45 周岁以下，女，初中以上学
历，有良好沟通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电话：82829012、15726808011 任老师
宁波高教园区学士路 1 号万里学院内

沈师桥大酒店诚聘

优秀店柜长 2 名 优秀导购员 6 名 1.餐饮服务员数名，要求：品貌端正，能

▲英文理单，需有英文 CET6 级以上；
▲样衣工（3 年以上工作经验）
▲样板员；相应针织服装工作经验 3 年以上；
▲仓库保管员，高中以上文凭会记账；
▲面辅料采购；可以是应界毕业生，有驾照，
吃苦耐劳；
▲服装跟单；3 年以上工作经验；

电话：87157376 上班地址：宁波大市范围内

联系人：俞经理 13566307427

面试地址：海曙区华楼巷 31 号 2005 室

吃苦耐劳，转正后工资 2500 左右；
要求：女，35 周岁以下，服务意识和职业
2.前厅礼宾数名，
素质强，有经验者优先。
身高 175 左右，待遇面谈；
待遇： 底薪 1670-2060 + 提成 + 工龄工
以上人员均包吃工作餐、包住宿
资 录用后交五险。

德圣集团宁波分公司 诚聘

宁波慈铭体检 诚聘

主管 2 名，年薪 15 万，要求：从事健
食品销售 2 年以上，有管理和独立开
发市场的能力。
健康助理 10 名， 试用期无责任底薪
2500 元 + 提成。 正式上岗后，无责任
底薪 2700 元 + 提成。

◇前台 3 名要求：身高 168cm 以上，
2000-3000 元
◇电话销售数名（女）2000-8000 元
◇业务员 5 名男，2000-5000 元
◇行政助理 3 名（女）工资面议

以上岗位一经录取，提供住宿、带薪培训、 以上人员公司可提供住宿交五金
休假旅游等。 电话：18067355488 任女士 联系电话：18057408668 高小姐

地址：慈溪观海卫宏一道口附近
联系电话：1895835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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