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亿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系一级建筑资质总承包
企业。现因业务发展需要招聘下列人员：

1、总经理1名，要求具有丰富的建筑管理经验，熟悉建
筑工程业务，协调能力强；

2、一级、二级建筑、市政、公路、水利水电建造师数名；
3、造价工程师数名；
4、建筑类安全员、施工员、质量员、材料员数名；
5、会计人员3-5名。
联系人：贾先生 电话：15808190450

人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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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至8月，600名“老司机”不礼让行人遭起
9至10月重点整治夜间交通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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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请广告主带上相关手续前来办理。使用本栏信息，

请核实手续，与广告主签订合同；若广告主违规操作与报社无关，可
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投诉。广告联系电话：2377273 2377187

本栏目收费标准：
每格600元/两星

期、1000元/月，每两
格 1000元/两星期。
本栏目在《达州晚报》
官方微信（粉丝已达
20万余人）平台第二
条内免费同步刊出。

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出 售
南外二号干道一商业底

楼1100m2(可分开）出售；达巴
路口农资大厦4-1号193m2

住房出售。
电话：15882929598

寻合作伙伴
南外实验小学附近一教

育咨询职业培训机构寻合作
伙伴，600平方米，房租低，租
期长，证件齐全。

联系电话：17738360087

西外有仓库、厂房、空坝
2000平方米出租，整零均可，
动力电、水通。

电话：15881886555

仓库出租

贝迪堡国际早教达州中心对
外招聘：销售数名，大专文凭
以上；英语老师数名，本科以
上，口语流利，有经验者优先。
电话：15908288280 瞿老师

招 聘

大型餐饮店转让
南外天逸广场旁一大型

餐饮店 900余 m2，火爆经营
中，对外转让，接手即可经
营。电话：13659060888

酒楼转让
西外一酒楼对外转让，

面积3000平方米，接手即
可经营。联系人：赵先生

15182894333

本建筑公司招聘会计、
出纳各一名，有相关工作经
验3-5年以上，待遇面议。

电话：18981794637

招 聘

出 售
天恒花园G

幢3楼2号，面积
1000平方米，层高
6米，现欲出售。
电话：
13908241852

茶楼转让
大北街黄金地段有一面

积约430平方米的茶楼，因业
主外出发展，现急转，价格面
议。电话：2123915

13890420978

市场经理多名，
有一定市场销售经

验，25岁以上，有C1以上驾
照，男女不限。文员1名，女，
有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库管1名，能简单操作电脑。
电话：0818—2380008

聘

西客站下行100米，有一
栋底楼门市，面积约1000m2，
可整体出租，也可单个出租，
租金面议。

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租

低价转让
马蹄街中段一高档餐厅

（带茶楼），面积500m2，因业
主转项，现低价转让。

电话：18398885555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医院聘
因医院业务发展

需要，现诚聘内科、
精神科系列医生数
名，功能科、放射科
医生各1名，中医康
复科医生5名。
电话：5900118

2392908

达川区某楼盘聘物业主管、办
公室文员各1名，大专以上文
化；保安队长1名，退役军人
优先；水电工1名，相关证件
齐全。15196879696何先生

招 聘

北外野茅溪丽江明珠小
区旁一茶楼转让（二楼），500
多平方米，价格面议，非诚勿
扰。电话：18989165873李
女士 18982883251张先生

茶楼转让

门市出租
西外阳平路郦阳天下底楼

有一双开间（9m宽）门市出租，
面积115㎡，门市前有100多㎡
场坝。电话：18982866366
18982821133

诚 聘
达州市通川骨伤医院

因业务发展，特聘以下人
员：外科、内科副主任医师、
医师，麻醉、放射、妇产科医
师，护士及应（往）届大专毕
业生。

地址：通川区双龙镇
电话：13982868187

13980192595

宾馆转让
张家湾一宾馆2千余平

方米，租期长、租金优，正常经
营中。因业主外出发展，现对
外转让。电话：13882867777

13518250168

聘 达州福森置业有限公
司诚聘融资专员：25-30
岁，统计、会计、金融专

业大专以上；施工员：28-40
岁，男，大专以上有3年工作
经验者；财务人员：30-40岁，
有财务工作经验及相关会计
从业资格证者优先；前台：女，
形象好、气质佳，身高1.6米以
上，中专（高中）以上，文秘、行
政管理等专业及1年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保安：男，
30-40岁，退役军人、有相关
从业经验者优先；薪资面议。

电话：2256888
18982886682

为全力打好路面防控战，进一步加强
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和交通秩序整治力度，9
月至10月底，达州公安交警将开展城市治
乱缓堵第五波次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整治
“机动车夜间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此次集中整治将以城市人流、车流密
集路口、路段为重点，通过大力宣传与正确
引导相结合、深入教育与严格处罚相结合、
完善设施与规范管理相结合、现场处罚与
非现场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和规范夜
间机动车通行秩序，严励打击酒驾、毒驾、
醉驾、追逐竞驶以及工程运输车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确保不因“三驾”、追逐竞驶以及
工程运输车辆严重交通违法等因素导致重
特大交通事故发生。

（曾猛 本报记者 李泽希）

小松是渠县渠江三星村村民，出事前在某陶瓷销售
中心从事送货工作。整个家庭仅靠小松的送货收入维持
日常开支，其妻负责照管老人孩子。

2014年3月8日，小松开着摩托车与小雷驾驶的重
型货车相撞，摩托车受损严重，小松右小腿被截肢。事故
发生后，小松先后被送至渠县和成都的医院进行治疗，
住院140天，花去近6万元医疗和近5万元假肢费用，后
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小松为5级伤残。

高额的医疗费、假肢费，以及其受伤后无法工作这
些损失应由谁来承担呢？

从本案看，交警出具的道路事故认定书确认了小雷
在这次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小松承担次要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小松受到伤害应由小雷承担大
部分责任，小松承担一部分责任。

事故一瞬间，牵出四方当事人
小松治疗、回家休养期间，小松的家属多次前往小

雷处、小雷挂靠的A运输公司、保险公司，协商解决赔偿
问题，然而面对小雷无钱、A运输公司以挂靠经营安全
责任自负不予理睬、保险公司要求走法律程序，小松及
家人很无奈。

2015年1月，小松申请了法律援助。援助律师受理
案件后，了解到该事故车辆属于小雷所有，挂靠在A运
输公司，并在保险公司投保，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援
助律师与三方再次协商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随即开始搜
集对小松有利的证据，以及准备小松诉讼中所需要的材
料和确定诉讼请求，并向法院提起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的诉讼，将小雷、A运输公司、保险
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三方承担连带赔偿小松医
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近60万元。

2015年3月一审判决，小雷承担本次事故
70%的赔偿责任，小松自行承担30%的责任，由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中赔偿小松12万余元，保险

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中赔偿小松26.8万余元，并支付小
雷垫付的医疗费。

一审二审再审，三次官司耗两年
从判决来看，小松的诉讼请求绝大部分得到法院的

支持，但小松要得到这笔赔偿款的路还很长。一审判决
后，保险公司以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了上诉，主
要理由是小雷所持B2驾驶证年审错误，小雷是虚假报
案，自动放弃索赔。小松收到上诉状后，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拿着上诉状又找到援助律师。援助律师再次帮助
小松办理了法律援助申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了改
判，认为一审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小松的
损失除由交强险赔付12万余元外，余下赔偿应由小雷
承担，A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商业第三者
责任险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审判决后，小雷不服气，很快
又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诉。2016年6月，省高
院裁定认为小雷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该案由省高院提
审，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再审认为，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二十八
条、二十九条规定，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二项、第八项的约
定、未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股保、被
保险人责任，不符合《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格
式条款无效情形，因此该免责条款有效。最终撤销了二
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本案经过三次审理，几经周折，终获成功，小松也得
到应得的赔偿。

（施法闻）

践行群众路线 深化“法律七进”
推进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达州

法治生活
官方网站：http://www.dzssf.gov.cn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dzssfj

达州市
司法局
主办

一起交通事故 失去一只脚
三次连轴官司 终获应有赔偿

9月7日上午，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在嘉祥学校开展了以“知危险 会避险”
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微直播公
开课，通过直播的形式将交通安全作为开
学第一课献给广大学生。

活动中，嘉祥学校的同学和交警队员
一起，在学校内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
动，活动直播期间吸引了一千多网友进入
直播间，获得网友的积极响应、跟帖和评
论，掀起了一股网络传播交通安全知识的
小浪潮。

（曾猛 符晓 本报记者 李泽希）

6月下旬至8月
底，达州公安交警强
力开展了“达城治乱
缓堵第四次集中行
动”，行动中，共查获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交通违法行为 600
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