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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级风+扬沙”又来一波
我省发布高温最高级别红色预警 3日内结束高温急速降温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炎
热，大风，还有扬沙。昨天沈城的天气真的
不算好。尤其是气温方面，
昨天午后，沈阳
0℃，刷新了历史同
日最高气温达到了32.
期最高气温纪录。昨日，我省气象部门发
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预警中最高级别的红
色预警。
今天以及未来数日的天气形势也是
喜忧参半。

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辽西已达40℃
昨天早晨8点，沈城户外气温的“起步
1℃了。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
价”就已是24.
统计，昨天的沈阳在12时许以及13时许两
0℃的气温，这个温度
个时段，都出现了32.
刷新了今年以来沈阳的最高气温，也刷新
了自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沈阳同日历史
7℃，
最高气温纪录。此前的最高纪录是30.
出现在1988年5月18日。
省内情况，昨日辽西局地已经出现了
40℃的高温天气。
继前日省气象部门发布今年首个高
温橙色预警之后，昨日省气象部门发布了
今年首个红色预警，预计昨日的部分时
段，朝阳市区、北票市、朝阳县的气温将达
到40℃到42℃。

沈阳今天比昨天还热
大风扬沙继续

需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的照顾和指导。
大风方面，截至昨日16时许，沈阳出
7米/
现的最大风速是13.
秒，风力6级。省气
象部门继续发布大风预报，预计今天白
天，沈阳、大连、鞍山、锦州、营口、阜新、辽
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西南风6
级，阵风7级。今天白天，
沈阳、鞍山、
锦州、
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
将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

■华商晨报记者

沈阳环卫洒水
降温降燥

沈阳三日天气

今天
白天晴，最高气温!!!，西南风
"#$级；夜间晴，最低气温%&!，西南
风!#'级

本周末气温骤降
天气恢复凉爽
今天的沈阳还是热、风大、
扬沙。而可
喜之处在于，天气马上就要变凉快儿了。
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开始，受一股冷
空气的影响，高温天气范围将明显缩小，
此前炎热的地区将结束高温
“烤验”
。
沈阳的天气将出现一个反差非常明
显的骤变过程：今天还是33℃的气温，到
22日下周一，最高气温将骤降到20℃，气
温直线速降；眼下还是炙烤和大风的天
气，到了21日和22日前后，辽宁或将迎来
一场清凉解渴的降水。

蔡敏强 摄

明天
白天晴，最高气温!%!，西南风
'#"级；夜间晴，最低气温%"!，西南
风!#'级

后天
白天多云，最高气温()!，西南
风!#'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
西南风!#'级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
昨日，沈阳最高气温突破30℃，还出现大
风天气。沈阳环卫部门出动洒水车进行降
温降燥。
昨日正午时分，正是天气最炎热的时
候，
实时气温达31℃。记者在皇姑区黄河
南大街、和平区和平北大街、三经街等街
路沿线看到，
大型环卫湿式清扫车反复在
街路两侧进行喷水清扫作业。
“我们从早上开始进行正常的每天机
械化湿式清扫，确保早高峰前结束。然后
就在上午、中午、午后三个时段循环对沿
街两侧街路进行湿化清扫，这样既能保障
大风天气的清洁，还能减轻高温带来的干
燥。”
环卫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
沈阳市环卫部门在大风天气
出动环卫湿化清扫车对主要街路进行了
清扫，还出动洒水车对金廊沿线等重点街
路进行了洒水降温降燥。

喝1斤二锅头3瓶老雪还敢开出租
遇见交警夜查

酒驾司机被吊销驾驶证、
罚款5000元、
拘留15天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身为
出租车司机，竟然自己喝了一斤白酒、三
瓶啤酒，之后还开着出租车上路。结果可
想而知，一定是被查获了……
5月18日2时30分，中山广场南京街
北口，和平一交警大队赵策大队长带领20
多名警员在此开展夜查。
整治期间，一辆红色现代出租车迎面
驶来，民警将其拦下，当车窗打开那一刻，
强烈的酒味儿迎面扑来，民警立即对司机
进行酒精检测，结果检测棒立即报警。
随后，交警又对该司机进行呼吸酒精
测试，吹了三次，结果每百毫升血液中酒
精含量均约80mg，确认该驾驶人为酒后
驾车。
18日上午，该驾驶员的抽血检测结果
显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75.
5mg，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
经查，驾驶人刘某，1986年生人，家住
苏家屯区。和弟弟共开一辆出租车，弟弟

酒驾的哥刘某在夜查中被交警拦下

!交警供图

开白班，
他开晚班。根据他的自述，17日中
午，他在苏家屯区家附近，自己一人在楼
下一地摊吃午饭的时候，喝了一斤装的42
度二锅头白酒一瓶、老雪花啤酒3瓶，后步
行回家睡觉。
晚上刘某接弟弟的车，19时30分从
苏家屯开到北站附近，感觉身体很不舒
服，找了个地方在车上睡了一会儿，后来
开到皇姑区，想到洗浴中心住一宿，因为
没带身份证无法办理，就准备开回苏家屯
的家中。
之后，他由长江街、西塔街、太原街、
北五马路后转到南京街，开到中山广场附
近，遇到了警察临检。他以为过了这么长
时间，不能有什么问题了，所以也没害怕，
但结果却显示其依然属于酒驾。
此外，驾驶人刘某的准驾车型为A3，
最终因该驾驶人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能重新申领，
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5天。

的哥酒后载客肇事 犯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俩月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出租
车司机佟某不仅酒后驾车，而且还运营
拉客。
不仅如此，佟某还驾车与小客车发生
交通事故。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佟某
因危险驾驶犯罪被判拘役两个月。

佟某今年55岁，是沈阳一名出租车司
机。2016年9月20日11时许，佟某酒后驾
驶出租车载客运营过程中，行驶至沈阳市
大东区合作街南卡门路交通岗处时，与李
某驾驶的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造
成两车损坏的后果。佟某在肇事现场被民
警当场查获。

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此次事
故的主要责任，佟某负次要责任。经检验，
100ml
佟某血液乙醇含量为110mg/
今年4月份，检察机关将此案公诉到
法院。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佟某在道路上酒
后驾驶载有乘客的运营机动车，其行为已

构成危险驾驶罪，并应从重处罚。
佟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从轻处罚。而且佟某主动缴纳罚
金，
可酌情从轻处罚。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一审
判佟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两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计算机、
金融学成本科高收入专业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距
高考仅剩不到一个月时间，时下什么专业
的人才走俏市场？毕业生“产量”最高的专
业是否就业后劲够足？
近日，第三方教育咨询机构麦可思发
布2016年高校毕业生比例最高前十专业
毕业半年后收入、
就业率、离职率等数据。

本科 计算机、
金融学很“豪”

关注 A03

国家计算机病毒中心
发现勒索病毒新变种
新华社电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与亚信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17日18时联合监测发现一种名为
WI
X”的勒索病毒新变种在国外出现，提醒国内用户
“UI
提高警惕，小心谨防。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建民
y”勒索病
说，该勒索病毒与目前正在流行的“WannaCr
ndows
毒采用了类似的传播方式，也使用微软公司Wi
操作系统的SMB服务漏洞（MS17-010
）进行传播感染。
该勒索病毒会将受害用户文件加密后重新命名，新文件
UI
WI
X”后缀名。
名将带有“.
目前尚未收到国内用户感染情况报告，国家计算机
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正在抓紧对该病毒进行技术分析，并
持续关注该病毒的最新传播感染情况。
ndows
XP、2003
陈建民说，微软公司已经针对Wi
等旧版操作系统发布了MS17-010补丁 （下载地址：
ht
t
p：/
/
www.
cat
al
og.
updat
e.
mi
c
r
os
of
t
.
com/
Sear
ch.
as
px？q＝KB4012598
），
建议国内用户及时安装补丁。

沈阳古玩艺术品博览会
今日在和平区开幕

昨日沈阳故宫附近，
行人用围巾抵挡高温和大风

这是今年全国出现的首次大范围高
温天气。预计此次高温天气过程一直持续
到今日夜间。
对于我省局地来说，今天或许才是此
次高温天气过程中最热的一天。气象专家
介绍，
此次高温天气过程的出现，
是由于来
自内蒙古西部的大陆暖气团自西向东缓慢
移动，
带来了炎热天气。此次高温天气过程
主要影响的7个省（区、市）中，我省地域位
于东部，
所以高温影响将稍微迟滞一点。
这就意味着，今天的沈阳会比昨天更
热一些。昨天沈阳的最高气温是32℃，预
计今天会达到33℃。
省气象部门继续发布全省范围高温预
报：预计今天白天，阜新、朝阳地区最高气
温35℃到38℃，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锦
州、
辽阳、
铁岭、
葫芦岛地区30℃到34℃。
有不少市民感觉到，今年的沈阳似乎
热得太早了。气象专家表示，其实近期炎
热的天气并不是异常天气，只是因暖气团
到来才出现了炎热气温。
不过，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对于这种
“热得猝不及防”的天气过程，更需做好防
暑降温措施，尤其对老人、孩童和体弱者，

审读/
万明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半年后就
业满意度较低，
为59%。
在本科十大专业中，土木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半年内离职率
较低，均为15%，这两个专业的毕业生毕
业三年内的平均雇主数也较少，分别为
1.
6个和1.
7个，是本科十大专业中较稳定
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则是本科十大专业中
相对不稳定的专业，毕业半年内离职率较
高，达37%，该专业毕业生毕业三年内的
4个。
平均雇主数也有2.
尽管艺术设计专业就业不稳定，但该
专业毕业生毕业三年内职位晋升比例60%。
%。
财务管理专业晋升比例较低，
为49

从2016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
率来看，本科十大专业中，电气工程及其
5%。计算机
自动化专业就业率较高，
达95.
科学与技术、财务管理专业紧随其后，就
9%和93.
5%。
业率分别为93.
在薪资方面，本科十大专业中，计算 高职高专 护理就业满意度最高
机科学与技术和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表
现突出，不仅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较
在高职高专十大专业中，就业量较大
5452元，金融学： 的会计和工程造价专业就业率排在前列，
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21元），三年后月收入（计算机科学与技 分别为92.
4%和92.
6%。计算机应用技术
1%。
8665元，金融学：7704元）依然位列第
专业的就业率相对较低，为90.
术：
一和第二位。财务管理（半年后：3868元，
薪资方面，电气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机
4026 应用技术专业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
三年后：6421元）、会计学（半年后：
元，三年后：6502元）专业毕业生月收入则
较高，分别为3937元和3886元；护理专业
月收入相对较低，
为3107元。从2013届毕
相对较低。
从就业满意度来看，本科十大专业
业生毕业三年后月收入情况来看，建筑工
5916
程技术 （半年后：3697元，三年后：
中，毕业半年后就业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就业满意度为75%； 元）专业“后来者居上”，毕业三年后月收

全国2016届毕业生比例较高的前十位本科专业就业情况
专业名称

毕业半年后 毕业半年后 工作与专业 就业现状
毕业半年内
就业率（%） 收入（元） 相关度（%） 满意度（%） 离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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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最高。电气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薪资优势依然明显，分别为5711元
和5776元。
尽管护理专业毕业生薪资平平，但它
是高职高专十大专业中工作与专业相关

度最高的专业 （半年后：89%，三年后：
92%），也是就业满意度最高专业（半年后
和三年后均为66%）。从就业稳定性来看，
护理专业半年内离职率仅为14%，三年内
8个。
平均雇主数也较少，为1.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5月19日，为期3天
的第7届中国·沈阳古玩艺术品春季博览会在沈阳和平
区鲁园古玩城隆重拉开帷幕。沈阳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历
经6届，已成为国内一流的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与文化交
流传播盛会。
据介绍，此次展会设定室内展位200个、室外露天地
摊展位5000余个，展会吸引了全国古玩艺术品的收藏
家、爱好者、经营者，涵盖全国25个省市。省内13个市的
古玩商会、收藏家协会，带领当地会员，打着标识旗帜来
参加展示活动。尤其是辽宁省民间文物精品荟萃，像红
山玉器，辽金元“秋山、春水玉”，辽白瓷、辽三彩，朝阳木
化石、古生物化石，还有岫岩美玉，抚顺琥珀、煤精，本溪
奇石、辽砚，阜新玛瑙，铁岭指画，辽阳高古瓷，赤峰巴林
鸡血石等精品都将在展会上亮相。
据悉，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届展会将亮点频传。“会
中有展”就是其一，这届博览会上，鲁园古玩城三楼商会
会馆将举办“书画奇石精品展”，展出的有辽宁著名书画
家的书画精品和奇石精品，届时将以优惠价格出售，供
爱好者鉴赏。其中包括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杜铁男、康
杰、徐国富获国家大奖的传世精品。博览会还组织了“工
匠精神雕刻鉴赏沙龙”，请三位大师近距离同爱好者就
“中西合璧论手艺”
“ 古往今来谈白玉”
“ 南北交融道翡
翠”面对面进行鉴赏交流。
此次春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同正在进行的首届
沈阳创意设计周活动相结合，开创性地组织了创意文化
走进家庭活动，邀请了沈阳大学美术学院和沈阳师范大
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大学生来到春博会现场进行创意
创作，让艺术文化向老百姓贴近，使创意文化走向家庭
生活，把艺术同生活紧密结合。当场创作用于普通百姓
生活的艺术品。废物利用，为百姓的生活更具艺术品位
锦上添花。

儿童手足口病高发季
少去人群聚集场所
新华社电 每年4至6月是手足口病高发季。专家
提醒，手足口病发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应注意加
强预防。
日前在武汉召开的全国手足口病 防 控 与 免 疫 学
术研讨会上，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首席专家王
华庆介绍，手足口病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有实验
室病原学诊断结果的手足口病病例中，由EV71引起
的达44%，约70%的 重 症 和 90%以 上 的 死 亡 病 例 由
EV71引起。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手足口病去年报告例数已突破
247万，连续数年成为传染病发生率最高的病种之一。研
讨会期间，由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辖武汉生物
制品研究所生产的EV71灭活疫苗上市，并通过冷链配
送到基层预防接种点。
预防是减少和控制EV71感染的有效手段，疫苗研
EV71
发和使用是防控首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介绍，
疫苗上市虽可有效预防由EV71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
但仍不能预防由其他肠道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要全面
控制手足口病发生还需进行多联疫苗研发。
专家提醒，预防手足口病，还应注意养成良好卫生
习惯，做到饭前便后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物、
勤晒衣被、多通风。疾病流行期间，
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
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

借网络平台“改头换面”
警惕传销组织“披羊皮”
新华社电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有
传销组织借助网络和微信平台，打着所谓“电商”
“ 消费
投资”
“多层分销”
等旗号，
诱骗群众参与传销活动。山东
省工商局日前发布警示信息，提示市民要对此类传销组
织借网络
“改头换面”
的情况加强警惕。
据山东省工商局公平交易局介绍，从近期查处的
传销活动看，传销人员假借“招商加盟”
“ 网络营销”等
名义，以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销售、代理为诱饵，鼓吹
高额收益回报，并利用微信平台发展下线人员的传销
活动较多。
此外，有传销人员打着“旅游直销”
“低价旅游”的幌
子，以赚取佣金、旅行积分和免除月费为诱饵，鼓动参与
者发展下线，甚至还有传销人员假借“慈善互助”
“ 爱心
慈善事业”
“消费养老”等名义，开设专门的网站平台，许
诺高额回报，引诱群众拉人加入传销活动。这些传销行
为使不少辨识能力较弱的老年人上当受骗，给不少群众
造成经济损失。
工商部门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他人诱导，更不
要眼红高额回报，需要提高在各类网络平台上的守法意
识和风险意识，一旦发现疑似传销活动，应及时向发生
地工商机关、
公安机关举报。

失业保险
将可用于技能提升补贴
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8日发布消息
称，人社部、财政部近日共同印发了《关于失业保险支持
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明确，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为依法参加失业
保险并累计缴费36个月以上，并且自2017年1月1日起取
得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企业职工。
补贴由职工本人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到参
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经办机构通过信息比对、
联网查询审核通过后，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本人
银行账户或社会保障卡。
补贴标准由省级人社部门和财政部门综合确定，补
贴标准上限为初级工1000元、中级工1500元、高级工
2000元，补贴标准可向地区紧缺急需工种倾斜。
人社部失业保险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据测算，每年
将有200万左右的企业职工会因此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