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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市
根据实际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379
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公告如下：

一、报考资格条件
详见《呼和浩特市2019年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以下简称《简
章》）和《呼和浩特市2019年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表》（以下简称《招
聘岗位表》）。

《简章》、《招聘岗位表》请于2019年
11月10日登录呼和浩特市人事考试信
息网查询。

二、网上报名时间
（1）报考“项目人员岗位”、“蒙汉语

兼通人员（蒙古语授课高校毕业生）岗

位”时间：2019年11月11日9时整~11月
14日17时整

（2）报考“普通岗位”时间：2019 年
11月20日9时整--11月23日17时整

三、报名及查询网站
呼和浩特市人事考试信息网
网址：http://www.hhpta.org.cn
四、政策咨询电话
市教育局政策咨询电话：（0471）

3987339或3987336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政 策 咨 询 电 话:

（0471）4606265
呼和浩特市人事考试考务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19年11月4日

呼和浩特市事业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新华社消息 英国埃

塞克斯郡警方11月1日晚

发表声明说，警方目前认

为上月发生的货车惨案39

名遇难者均为越南人。

全面负责此案遇难者

身份调查工作的警官蒂姆·

史密斯在声明中说：“目前

我们相信遇难者是越南公

民，警方正与越南政府保持

联系。我们与越南和英国的

一些家庭进行了直接接触，

我们相信已经确定了部分

遇难者家庭。”

警方说，证据收集工

作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无

法宣布遇难者的具体身

份，警方将继续与越南政

府和其他国家合作，并呼

吁知情者帮助提供识别遇

难者具体身份的线索。

据越南政府门户网站

3日消息，越南总理阮春福

已指示越南公安部和外交

部立即派出由部领导带队

的工作组前往英国，与英

方协作处理货车惨案相关

事宜。消息说，在听取越南

外交部和驻英使馆关于英

国埃塞克斯郡货车内遇难

者身份的报告后，正在泰

国曼谷参加东盟峰会及相

关会议的阮春福向遇难者

亲属表示慰问，并指示地

方政府帮助遇难者亲属早

日走出伤痛。越南外交部2

日发表声明说，此事为严

重的人道主义悲剧，越方

强烈谴责人口贩运，希望

英方尽快完成调查。

英国警方10月23日在

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

一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

箱货车里发现 39 具遗体。

警方说，这辆货车在保加利

亚注册，19 日经由威尔士

海港城市霍利黑德入境英

国，集装箱则来自比利时。

新华社消息 10月31

日万圣节前夜，美国多地

发生枪击事件，多人死伤。

女童遭误射

在美国中部伊利诺伊

州芝加哥市，一名7岁女孩

扮成大黄蜂与家人出门讨

要糖果，遭街对面一名帮

派成员开枪误伤，颈部中

弹，伤势严重。

警方发言人安东尼·

古列尔米1日晚说，开枪嫌

疑人是一名 15 岁少年，袭

击目标是一名 30 岁男子，

后者手部中弹。嫌疑人被

捕，面临2项谋杀未遂罪名

指控。调查人员说，一群帮

派成员当时正在街头追逐

那名30岁男子。

在西部犹他州一场聚

会上，一名年轻男子中弹

身亡，一名年轻男子被刀

刺死。事发地点位于盐湖

城以东 200 多公里的小镇

罗斯福附近。20 多人当时

在一处房屋内举行万圣夜

聚会。警方没有逮捕任何

人，仍在调查作案动机。

聚会传枪声

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

一场聚会场合，当晚同样

发生枪击事件，死伤更为

惨重。加州警方 1 日说，枪

击致使5人死亡，至少4人

受伤，事发地点是旧金山

市郊奥林达一处宅院。10

月31日大约22时45分，人

们听到院内传出枪声。超

过 100 人当时在院内参加

万圣夜聚会。

康特拉科斯塔县治安

官办公室1日晚说，4名死

者的身份已经确认，都是旧

金山湾区居民，年龄在 20

至 30 岁之间。当天晚些时

候，警方确认第 5 名死者，

女性，19 岁，湾区居民，死

于当地一家医院。

缘由暂不明

奥林达市官员说，事

发房屋登记为短期出租住

宅，面积 372 平方米，依规

程最多可入住 13 人。房屋

主人先前经由网络平台

“爱彼迎”把房屋出租给一

名女性，供后者当天使用。

后者原本登记12人入住。

按照一名消息人士的

说法，由于先前有租房者私

自在院内聚会扰民，房屋主

人特地询问对方为什么在

万圣夜租住。租房者回答，

家人患有哮喘，需要新鲜空

气，而旧金山以北大约100

公里处山林火灾持续，因而

临时租住这处房屋。

不清楚租房者身份和

居住地。爱彼迎说已经着

手“紧急调查”。

警方封锁宅院周边。

截至1日晚，警方没有抓捕

任何人，没有提及作案动

机。 （郭 倩）

新华社消息 马里政

府发言人桑加雷11月2日

凌晨确认，马里东北部梅纳

卡地区一处马里军营1日遭

到袭击，已造成54人死亡。

他表示，袭击发生后，

增援部队在现场发现了54

具尸体，其中包括 53 名士

兵及1名平民。目前,事发地

的安全情况已经得到控制。

据马里军方的消息，武

装袭击者可能来自尼日尔，

他们先炮击了军营，然后发

动了进攻。目前尚未有组织

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2012 年 3 月，马里发

生军事政变。2013年4月，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决 定 设 立 马 里 稳 定 团 。

2015 年 5 月，马里政府与

北部地区部分武装组织签

署《和平与和解协议》。同

年6月，各方完成协议最终

签署。然而，马里北部地区

近年来一直冲突不断，中

部地区的武装袭击也有增

多趋势。 （邢建桥）

新华社消息 韩国海

岸警卫队 11 月 2 日说，已

经在独岛附近海域找到两

天前一架失事 H225 型直

升机上7人中3人的遗体。

一架从韩国所称独

岛、日本方面所称竹岛起

飞的消防直升机 10 月 31

日深夜坠海。韩国官员1日

早些时候说，这架空中客

车 H225 型直升机从独岛

起飞，原打算把一名受伤

渔民送往位于韩国大邱的

医院，但起飞大约2至3分

钟后坠入大海。直升机上

有2名飞行员、1名机师、2

名救护人员、1名伤员和1

名伤员家属。搜救官员成

浩相（音译）告诉媒体记

者，强风可能是直升机坠

海原因之一。韩国海岸警

卫队官员黄相勋（音译）

说，机上人员生还可能性

不高。

3具遗体中，一具由执

行水下搜寻任务的韩国海

军潜艇取回。搜寻人员 11

月 1 日找到直升机部分残

骸，在水下发现一具遗体，

只是没有取回。韩国海岸警

卫队说，“依据搜寻所获结

果，我们将会与在水下作业

的韩国海军一起，考虑打捞

直升机残骸和搜寻失踪人

员的可行方案”。包括5艘

海军舰艇和 5 艘海岸警卫

队舰艇在内，18 艘船只在

独岛以南大约37公里范围

的海域投入搜寻作业。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

部海域，总面积大约 0.18

平方公里，1953 年以来由

韩国实际控制。韩国、朝鲜

和日本都主张对这一岛屿

拥有主权。

新华社消息 《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

书处 11 月 1 日宣布，201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

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埃斯皮诺萨 1 日在《公

约》网站发表声明说，今年

的气候变化大会将于12月

2日至13日在马德里举行。

西班牙看守政府首相桑切

斯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西班牙正从现在开始努力，

确保大会顺利举行。

这意味着西班牙要在

一个月时间内做好准备接

待约 2.5 万人的后勤保障

工作，包括酒店、公共交通

和会议场所等方面，还要

做好相关安全保障工作。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1995年起每年在世界不同

地区轮换举行，2019年大会

落脚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最

初的申办国巴西因内政问

题在2018年撤回申请，智利

随后宣布接替巴西承办。

但是智利总统皮涅拉

10月30日宣布，智利放弃

举办原定分别于11月和12

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优先应对国

内局势。西班牙首相府10月

31日发表新闻公报说，西班

牙愿意全力配合举办会议。

英国警方宣布：货车惨案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人

马里一处军营遇袭 至少54人死亡

马德里接手联合国气候大会

美万圣夜数起枪击致多人伤亡

韩国一直升机坠海 7人恐遇难

空气污染严重
11月3日，在印度新德里，交警戴口罩在道路上执勤。印度首都新德里近日遭

遇严重空气污染。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