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川区中心广场二楼电
脑城H64门市，面积25平方
米，双证齐全，已出租，急出
售，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电话：13079011333

门市急售

转让租售

好消息

西外金兰路口黄金地段
二 楼 商 业 用 房 出 售 ，面 积
640m2，单 价 14800 元/平 方
米（可谈），双证齐，已出租，非
诚勿扰。

电话：18519777377

门市急售
报名地址：达州报业旅行社
门市部（通川中路255号达州
日报社门口）
电话：王学玲：17398191210

赵 娇：18881891000

隆重推出
大西北14日游

达州报业旅行社

出发时间：8月25日/9月15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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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达州免费同步推送
达州日报社新媒体“掌上达州”将同步免费推送，刊登

在便民栏的“信息直通车”里。欢迎扫码下载“掌上达州”。

@致业主
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简便快捷。
@致读者
使用本栏信息，请依法签合同。
@关于收费
小格600元/2周 1000元/1月
大格1000元/2周
@关于我们
咨询电话：0818—2377273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达巴路口檬子桠三岔口
47 号门市欲出租，有意者请
到二小对面皮肤泌尿类风湿
门诊面谈。

电话：13982896571
联系人：刘主任

门市出租

现有一电站欲急售，双
证齐全，经营中，价格合理，
非诚勿扰。

电话：15982976000
13350297172

联系人：卢先生

电站急售
南外黄金地段二楼门

市，面积 750m2，双证齐全，
现优价出售。

电话：15984751333
15520282777

急售房产

聘
因旅游项目部

扩大经营，现向社
会招聘如下岗位：

1、计调 2 人，工资待
遇 2000+提成（会电脑表
格制作和运用）；2、门市接
待 2 人，工资待遇 1800+
提成；3、跟车导游 15-20
人 ，工 资 保 底 8000 到
15000。要求：25 岁—40
岁，性格开朗，热情。

地址：通川中路255号
（达州日报社710办公室）

电话：18982885132

西外一空置场地出
租，面积约 13 亩，大型车
辆 可 自 行 出 入 。 另 ：约
1000 平方米仓库出租。
价格面议！13568163957

场地出租

商业房租售
南外阳光耍都临街二

楼商业用房（600余平方
米，4.2米层高）租售，可
配一楼临街门市同售，可
做公司办公、办学、茶楼、
餐厅、酒楼用房。双证齐
全，原茶楼租户下月到期，
购买优先。

电话：18782830102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
医院诚聘妇产科医生 2 名、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生2名

（要求专科以上学历，执业医
师及以上资格）
电话：7233902 5900118

招聘医生

老车坝地下商场6号门
市出租，价格面议。

电话：13808245511

地下商场门市出租
中医，中药诊疗痔疮、

肛裂。
电话：13086331125

百年堂中医馆

五座黑色奥迪Q7越野车
出售。车龄五年，行程12万公
里。无中间商，直接与车主商
谈就可交车。13982855551

（二手车商勿扰）

二手车出售

咨询电话：2377273（周六休）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地址：通川区通川中路255号

（文轩书店对面）
特别声明：本报未在报社外
任何地方设代办点

各类遗失广告
注销清算公告

达州日报刊登

（次日上午九点拿报，可快递）
出生证等个人证件遗失可微信办理

因工程项目需要，我公
司招聘一名项目经理，要求
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管理及
协调能力，待遇面议。

联系人：段先生
电话：13982836567

招 聘

何记（何国建）
老面手工馒头
传统工艺 良心美食

小笼包、大包子
货真价实 天天营业
地址：西外马房坝（二
小区）幼儿园旁

聘
四 川 省 通

信产业服务有
限公司达州市
分公司招聘通

信业务营销经理若干，专
科以上学历，35 岁以下，
买五险，月收入 4000 元
左右。

达州市城区、大竹：
2125811
宣汉：5224678
开江：8223813
渠县：7219286
万源：13350290567

有一集康（医）养和生态
农业观光园为一体的朝阳
产业项目。重金聘请项目
中、后期营销策划精英合
作。电话：13980192678

百万年薪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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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同志，你皮鞋开口了，雨
天路滑，注意安全……”近日，渠县
公安局岩峰派出所民警郑力在清贤
村2组李大妈家里进行基础信息采
集时，皮鞋开口了却不自知，李大妈
这一句话暖了他的心窝，郑力咧嘴
一笑：“谢谢大妈。”便离开了，这已
是他今年穿破的第二双皮鞋。

一年走破4双皮鞋

今年 28 岁的郑力是南充市营
山县人，在岩峰派出所从警已 5
年。该所辖三板、水口、岩峰三镇共
26 个行政村、4 个社区。作为岩峰
镇辖区民警，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该
镇情况，2 个社区和清贤、百宝、凤
阳、书湾、石坡、回龙、鹞山、月宫 9
个行政村，约38平方公里，人口2.9
万人。

警车到不了的地方，就靠走路，
而岩峰自清康熙年间设场，历史悠
久，人员不集中，下村几乎全靠走。
每家每户采集“一标三实”基础信
息、开展“六进六边”工作、长期为村
民邻里纠纷奔波、照管留守儿童和
老人、寻找走失老小等等都是他的
工作，这份工作平凡却并不轻松。
刚开始工作那一年，到村上入户调
查进行基础信息采集都要靠步行，
一年下来邓力要走坏4双皮鞋。

“早上我们出门赶集，看到郑警
官进去（采集信息），中午回家做饭
又看到他从对面田坎上路过，下午
务农回家，又看到他在其他村民门
口问询。总是看到他行色匆匆。”今
年 68 岁的李大妈这样形容她眼中
的郑力，村民说他是“铁脚板儿不知
道累”。

为救村民他很拼命

2018 年 7 月，岩峰镇文化街 78
岁的刘某在自家房顶盖瓦时中暑昏
迷。接警后，郑力和同事第一时间
到达事发地，并拨打120。经过观察
发现这是一栋 12 余米高的三层楼
房，没有直接通往房顶的路，而老人
晕倒在斜瓦上，稍有不慎，就会从屋

顶滑落。正着急时他发现有一处天
井通往楼顶，但十分狭窄密不透
风。郑力当机立断决定搭楼梯顺着
天井爬到屋顶。“有一些恐高，当时
觉得有点天旋地转，鞋子踩在瓦上
啪啪作响，心里还是发怵的，但是看
到老人家不省人事，十分着急。”邓
力缓慢走过去，蹲身试图与老人交
流，但老人气息微弱、意识模糊、不
能言语。见此情景，他立马给老人
喂食了葡萄糖并进行物理降温，随
后，在热心群众的协助下，他背起昏
迷的老人，一步一战栗地走在瓦上，
在同事接送下将老人顺利送到楼
下，协助医务人员将老人送上了救
护车。所幸救治及时，老人并无大
碍。

大事小事找郑警官

“在我们岩峰镇，大事小事，都
可以找郑警官。”百宝村村民王大姐
说。今年1月，她98岁的母亲因高
龄身体虚弱无法乘车去派出所办理
身份证，因此不能享受国家对高龄
老人的补贴。郑力结合“六进六边”
工作主动上门为其办理第二代身份
证件。据悉，郑力已解决了上百位
高龄老人不便出门办理身份证的困
难。

去年 8 月，岩峰镇回龙村村民
扫墓时不小心引发山火。郑力和同
事及森林公安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经过四个多小时奋战，山火最终被
扑灭。回到所里，脱下皮鞋，身上已
被熏黑。“像手上脚上穿了一层黑丝
袜。”他笑谈。

如今，这双41码的足迹遍及三
个乡镇的大街小巷和社区村庄。郑
力从警以来，共接处警 1800 余次，
走访群众1000余次，排查整治安全
隐患点20多处，协助抓获犯罪嫌疑
人20余人，违法行为70余人，救助
群众200余人次，每天“暴走”8余公
里，3万余步，已经穿破16双鞋。踏
破“皮鞋”无觅处，得来全靠真功夫，
正是由于无数个默默无闻的“郑
力”，才有了社会的安定。

□张蓝月 本报记者 田乙斯

每天“暴走”8公里3万余步
岩峰派出所民警郑力1年走破4双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