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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俄罗斯观众沸
腾了。欢呼，喝彩，随着节
奏拍手，伴着旋律哼唱。不
少人举着手机拍摄，有人追
随他们直至彩排结束。聚
光灯下，五星红旗指引的中
国军人是耀眼的明星。

含泪的合唱
4月25日，解放军三军

仪仗队112名官兵抵达莫斯
科，为参加红场阅兵进行准
备训练。5月7日的日间彩
排是他们参加的第六次彩
排。

三军仪仗队大队长李本
涛一直记得靶场的第一次彩
排合练。当中国军人用俄语
唱起《喀秋莎》，以铿锵演绎柔
情，52个俄罗斯阅兵方队齐声
喝彩，有人边听边掉泪，有人
加入合唱。

刷屏的正步
这两天，朋友圈、社交

媒体、视频分享网站常被同
一条新闻刷屏：红场阅兵彩
排，中国军人的正步。

每次彩排结束，总有新
一波视频来袭，“兵哥哥的
大长腿”立即引来众人围观
留言。有人说，中国军人
“又萌又帅又可爱”。有人
说，“我们中国军人棒棒
的”。

5月9日，中国方阵将
在红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首秀”，与各国军人一道，
重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致敬逝者和老兵，展
现中国军人守护世界和平
的信心和决心。

（据新华社）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112名官兵参加莫斯科红场大阅兵
中国军人今日红场“首秀”

5月4日夜，莫
斯科红场，参加胜利
日阅兵夜间彩排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军仪仗队官兵伴着
军乐高唱苏联歌曲
《喀秋莎》，正步踏过
红场的青石路。

据外媒报道，日前，卢森
堡同性婚姻合法化，近日有消
息人士透露，该国总理贝特尔
决定将于下周与其同性伴侣
戴斯特尼结婚。

据报道，在2013年时，年
仅40岁的贝特尔当选为卢森
堡总理，而由于卢森堡当地传
统观念较为保守，为避免媒体
过度关注，贝特尔对于自己的

婚事则鲜有提及。
据该名消息人士指出，贝

特尔其实早在去年8月时，就
曾透露出将会与身为建筑师
的同性伴侣戴斯特尼结婚。
不过针对这场婚礼，贝特尔以
不愿其私生活变成公众的焦
点，回绝相关杂志对其婚礼的
采访要求。

（据新华社）

卢森堡总理或于下周
与同性伴侣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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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会计专训（欢迎试听）

地址：通川桥头土产公司四楼（原308）
电话：13558555655李老师 QQ:800066727

2015年中级会计职称
考前培训于5月4日开课

达州市蜀达会计学校

转让
市内一证照齐全生

源良好的培训学校，因
投资者外出发展，急需
转让。18782813888

聘 港联华茂
达州中迪国际
聘物业项目经

理及各部门主管，客服人
员，水电工，保洁，秩序维护
队员数名（男女不限），工资
待遇面议。招聘条件：有物
业服务从业经验并持有相
关证书；身体健康、责任心
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年
龄18—45岁。

电话：15181464621

珠市街小商品批发市
场双开间门市出租，面积
160m2.。

电话：18908246796

双门市出租
西外金龙大道广电大学斜
对面 3、4、5楼出租，约
2000m2左右，适用于宾馆、
办公、茶楼。13795673555

写字楼出租

小红旗桥宏峰大厦二
楼500平方米出租。

电话：13558529123

招 租

南 外 好 吃 街 有 一
350m2火锅店转让，租金、
转让金便宜。

电话：13982075828

火锅店转让

俊健实业集团
招聘：1、工业地
产销售经理，具

有大型楼盘招商销售经
验，具有大客户资源优先；
2、置业顾问、电话营销、招
商专员；3、会计、出纳，要
求33岁以上，男女不限。

以上职位，一经录用，
待遇优厚，公司购买保险。
联系人：王小姐
电话：0818—5550559

置业顾问：20－
35岁；行政、人事

经理：有文字功底；策划经
理、策划师：5年以上同岗
经验；会计、出纳，4000—
7000元/月。2381111

聘

达巴路口一3000m2大型
宾馆转让，手续齐全，盈
利经营中。13208210399
13208210299

宾馆急转莲花湖周边特色农家乐
转让或合伙经营，500m2，
环境优，停车方便，接手即
可经营。13350292087

转让

样品处理

来凤路一餐厅低价转
让，租期长，租金低，无递
增，700m2左右，适合多种
项目经营。13558536760

餐厅转让

聘四川天王牧业有
限公司产销饲料，

诚聘业务经理5名，畜牧
专业，有车，待遇面议。

电话：15378281789
0818—3437288

KTV转让或合作
达川区一KTV转让或合
作，约1100m2，手续齐全，
仙鹤路一知名大排档转让，
约70m2。18381881888

西外罗浮阳光伊丽
莎莱布艺因门市转项，所
有窗帘低价处理。

电话：13036630789

博 视 影 城 3楼 约
900m2商铺出租，现可做酒
吧、网吧、茶楼等，无转让
费。电话：13908240011

商铺出租

聘 诚聘成本会
计1名，解释、表
达能力强，一经录

用、待遇丰厚。
联 系 电 话 ：

18781888880匡先生

南外一不锈钢门厂转
让，面积 300m2，手续齐
全，正在经营中。
电话：13350779905

不锈钢门厂转让

大西街一中型KTV低
价转让，现火爆经营中，另
有1000余平方米舞厅出
租、转让。13778388886

KTV转让
西外国际新城附近，一

库房对外出租，可整租零
租。非诚勿扰。
联系电话:18782882566

库房出租

现有一优质项目，需有
大额闲置资金的朋友入
股合作，共谋发展。

电话：15281808744

入股合作

大西街商用房二楼
整体出租（二、三楼整体
出售，约900m2）。
电话：15775613555

商用房租售

门市出租
南外好吃街斜对面

45m2门市出租，无需转让
费。

电话：18608243118

市内一茶楼，450余m2转
让（房租、转让费超低）。另
一 130m2二楼办公室出
租。15082879969

茶楼转让

西外原国粮快捷酒店
重新装修，现对外招租招
商。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15183593845

招租招商

西外华隆商场后面一茶
楼，因业主外出发展现优
价转让。18481869448

13551460199

茶楼转让
市内步行街一茶楼

转让（500m2),现火爆经营
中，接手即可经营。
电话：18282233222

茶楼转让
达巴路至凰城一号

中间 500m2商用楼（二
楼）出租。
电话：15882965233

商用楼出租

本人外出，有一大型食堂
转让，固定消费人群500
人左右。13198734220

13808241576

食堂转让

聘华欣电器诚聘业
务管理干部数名，
业务经理 15名，

年龄不限，中专以上学
历。电话：5852615

18608247858

聘

金利多青
华园二楼600m2

办公室，可全租或分租，也
可整体转让。全新豪装，
办公设备齐全，带中央空
调。电话：18113386977

转让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纪念伟大
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将于9日在莫斯
科红场举行，届时将有超过1.6万名士兵参加
阅兵，其中还有10个外国方队将参加阅兵。

报道称，此次红场阅兵是当代俄罗斯历
史上动用武器装备最多的一次阅兵，由三部
分组成：徒步方队、机械方队和空中方队。

红场上还将展示新式国产“阿尔玛塔”主
战坦克、“库尔干人”步兵战车和装甲输送车、
“回旋镖”轮式装甲车和新式“联盟-SV”自行
榴弹炮。

据悉，9日将有约200台武器装备亮相红
场，包括最具前景的新式武器，此外还将有
143架飞机和直升机接受检阅。 （据中新社）

俄红场阅兵 10支外国军人方队亮相

“真没有想到从开卡到转出一笔账，仅仅
花了三分钟，比以前快了一刻钟，这对我们生
意人来说，真是太好了！”近日，从事汽车经销
的刘先生在体验了农行达川区支行营业部的

“超级柜台”服务后，不由自主的伸出大拇指，
为农行的金融服务信息化点了一个“赞”。

“超级柜台”服务，是农行首创研发的一种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运营服务模式，个人
客户如果需要办理非现金类的金融业务，自己
凭着银行卡，就可以直接完成，无需去找柜员
办理，更无需手工填单、签名等，减省了许多流
程，自然效率就成倍提高了。据专业机构的测
试表明，通过农行的“超级柜台”，客户自主办
理开卡联动五项签约业务，仅仅只需要3分45
秒，而采用传统的柜台人工方式办理同样的业
务则需要耗费20分钟。

其实，刘先生所体验的“超级柜台”服务，
只是农行依托信息技术引领金融服务新时尚
的一个缩影。据介绍，目前，农行达州分行金
融服务信息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除了“超级柜台”服务外，几乎所有金融产品和
服务的信息化程度都大幅度提升，绝大多数客

户的金融消费都无需到银行柜台就可以方便
而轻松地实现。针对手机和电脑越来越普及
的现象，该行推出了手机银行、电子银行等时
尚新产品，满足了客户转账结算和投资理财等
多维度、高效率的金融服务需求；针对农村基
本金融服务需求的情况，该行在全市县、乡、村
等三级市场，安装了3383台转账电话，形成了
电子时尚金融服务对县、乡、村的大面积覆盖，
使占比高达54%的行政村的农民，“足不出村”
就能和城市居民一样，方便、轻松和时尚地消
费农行的金融服务。

据该行信息技术部门的专业人士介绍，
依托信息技术，该行除了提升人们生产生活
领域的金融服务信息化水平以外，还延伸到
医疗健康保健领域，让客户在就医过程中也
能享受到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了解得知，今
年3月，该行与宣汉县人民医院合作，依托信
息技术，成功上线了“银医通”系统，使患
者或者患者家属在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通
过该行的自助交费设备，就能自助快捷地完
成挂号、候诊、交费等手续，为患者和医院
节约了成本，受到了赞誉。

农行达州分行依托信息技术引领金融服务新时尚

●相关报道

贝特尔（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