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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美
笑
脸

住房，是人生中的大事。有了住
房，便有了故事；有了住房，便有了盼
头。近日，记者走进了达城西外幸福嘉
苑和惠民嘉园的两位廉租房住户家中，
倾听他们的故事。

“我最爱看战争题材的影视剧，这
类片子很能振奋人心。”当记者走进幸
福嘉苑的闵学雨家中时，他正在看中央
一台的《战将》。今年52岁的闵学雨告
诉记者，他小时候和父母住在达城柴市
街，1984年参军，1988年退伍后参工到
通川区五金公司，1992年下岗。由于家
中兄弟姊妹多，他没有分到住房，只得
在外租房住。为了生活，闵学雨和人合
伙在珠市街做起了鞋子批发生意。这
个合伙人最后也成了闵学雨的妻子。

“可我们还是在外面租房住，东搬
西搬的很不方便。”闵学雨说，为此他向
社区提出了申请，并于2014年住进了幸
福嘉苑的这套廉租房。他现在有低保，

也有退伍补助，日子过得很幸福。只要
社区有事，他都会主动去义务帮忙。爱
唱爱跳的他还经常在家中抱起心爱的
吉他，唱出自己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今年62岁的伍兴国当过知青，后来
在省建十五公司从事高空作业工作。
因为经常头晕，1980年伍兴国离开了公
司。伍兴国原来住在公司宿舍里，现在
不得不在外租房住。

伍兴国的妻子是达城北外张家坝
农村的，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他俩在小
红旗桥摆了一个小面摊。“随着儿子的
一天天长大，我们真想有套房子能固定
下来。”伍兴国说，他向社区提出了申请
后于2014年住进了惠民嘉园廉租房，这
套房子虽然只有40多个平方，但有两个
房间，客厅、厨房和厕所一应俱全。

伍兴国笑呵呵地说，房子固定下来
后，儿子的婚事就成了家里的头等大
事。 （本报记者 向也）

一颗爱心能让脚步有方向，一个善举能改变命运的航
向。点滴的付出能让暗淡的生命重新迸发出灿烂的光辉，
让希望的光芒照亮他们的前程！爱心汇集，传递的是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放飞的是贫困学子的梦想。达州市总工会
“金秋助学”行动、团市委2017年“爱心圆梦�希望永恒”资
助贫困大学新生行动，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为贫困大
学新生打开了通向大学的道路，同学们从踟蹰不前到满心
欢喜。

8月29日上午，达州市福利院大院内，即将到四川民
族学院报到的大学新生小雨（化名）收获一份意外惊喜：达
州市总工会的领导，为她送来了4000元助学金。小雨是
个不幸的孩子，6岁时家里突发变故，因父母均不在身边，
她被送到了市福利院。福利院院长彭波告诉记者，后来，
他们为小雨找到了一个家庭寄养。福利院每年定期为小
雨送学费、生活费。通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小雨今年考
上了大学。市总工会得知小雨的特殊情况后，立即把她纳
入“金秋助学”对象，并赶在她上大学之前送来了助学金。

家住开江县灵岩镇分水岭村的朱胜兰，今年高考取得
583分的优异成绩。朱胜兰4岁时，母亲由于车祸不幸离
世，其父由此受到心理上的重大打击，极度消沉。初、高中

的生活、学习费用全由政府低保、学校、老师、社会爱心人
士多方筹集而来。现已被团省委“国酒茅台�国之栋梁”项
目资助。

8月30日，团市委一行先后来到渠县岩峰镇回龙村、
大竹县高穴镇和童家镇六名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家中，为
他们送去了生活用品等物资，代表捐助单位、企业以及爱
心人士发放了助学金。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资助行动圆满结束。达州共青团
系统共筹集资金181万元，帮助585名贫困大学新生顺利
走进大学。达州市总工会今年共筹集资金300余万元，用
于资助困难职工子女。全市各级工会筹集资金已超500
万元，资助人数或将超过1500人。

（本报记者 张瑞琦）

早八点，达城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往常，城内的
各个干道早已车水马龙，而现在，除开高峰时段的几个
路口，行驶的车辆基本畅通无阻，司机不再愁容满面、
挠头叹气，而是一脸愉悦。

近年来，为了缓解城区交通拥堵难题，改善市民出
行质量和提升城市品质，我市出台一系列规划方案和
改造措施。启动“中心城区缓堵保畅攻坚年”行动，加
快城区骨干路网建设，打通滨河路北延线等城市断头
路，推动“一城六片”交通迅速转换；中心城区“4洞（隧
道）、5桥、6路、7大新区”的建设进程逐步推进；年底前
凤凰山隧道、金南大道、金南大桥等一批城市交通骨干
工程贯通，城市道路交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实施快速
通道改扩建工程；2017年8月16日起，达州老城区实行
机动车尾号单日单号、双日双号通行交通管制措施；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车辆调度和管理，4路、9
路等多条公交线路进行了延伸；去年11月，我市还召
开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工程方案可行性研究专题座谈
会，探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意味着市民未来有望
乘坐轨道交通出行。

面对达城交通的一个个新变化，市民都各有体

验。市民严先生对记者说：“我以前为了避免高峰期堵
车，经常早出晚归，现在没有以前堵了，我不用再刻意
起早出门赶到单位。”

“我经常要通过长田隧道走二号干道去南外，等
到金南大桥通车，我就可以直接从桥上走，要快得
多。”李先生表示，近来市内的道路交通变化确实给
他带来了不少便利，期待更多缓堵保畅工程。

（本报记者 李泽希 见习记者 刘苏颉）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宣汉
县庙安乡山多地少，李子是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村民借助“互联网+”，打响了“庙安脆李”
的品牌、大幅提高了收入。

庙安风景优美，地理环境优越，不仅滋养着当地果
园，也滋养着淳朴的庙安人。庙安果农说，“我们吃的
是李子，也靠李子吃饭”。每年漫山遍野的李花，就是
他们的希望。去年庙安脆李获得大丰收。丰收原本是
件喜事，但是庙安的果农却笑不出来。产量增加，销售
模式滞后，周边市场难以消化，导致脆李滞销严重。看
着满树的果子卖不出去，村民们的心里蒙上了层层阴
影。近年来，宣汉县脆李销售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通过
“互联网+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推动脆李产业的发
展，助农增收。

宣汉县远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大力销售
庙安脆李，同时拍摄微电影《爱情神探》、联合中国工商
银行融e购举办大型电商营销活动启动仪式，提高“庙
安脆李”的品牌认知度，帮助当地果农将滞销李子全部
卖出去。“我们的收购价格要比普通的收购价格每斤高

出2-3元，同时我们通过拍摄微电影、宣传片和策划各
种活动打响脆李的知名度，线上线下一起宣传，最后帮
助果农将滞销的李子全部卖完的”。巴山万家电商平
台首席执行官周雨生告诉记者。

“变化太大了，以前又累又难卖出，现在不出村都
能挣大钱！”胡忠是宣汉县庙安乡的农户，2016年加入
了乡里的水果专业合作社，还当上了合作社农技站的
站长。胡忠对记者说，去年以前，他家里只种了一亩多
脆李，年收入不超过一万，每到李子上市旺季，他都要
花一千多元租车，将李子运往城内去批发，非常累人，
收入也不高。自从去年5月加入了合作社，与电商公
司有了合作，他不用再给李子找销售渠道，在家里都能
卖李子，而且价格还高些。“电商公司帮我们做宣传，提
高了我们这儿李子的知名度，不仅很多人在网上买我
们的李子，还引来了很多外地客商到本地批量收购，完
全不用担心卖不出去。”说起“互联网+”带来的好处，
胡忠笑得合不拢嘴。据了解，合作社目前已有854家
农户，种有李子4000余亩，年收入可达5000万元，比往
年提高了一千多万元。（见习记者 韩淑予 刘苏颉）

交通畅了 路程短了
达州城区缓堵保畅见成效

爱心汇集 点燃寒门学子求学希望

（二）绽放

多渠道宣传销售 再不担心滞销难题
“互联网+”让农户坐在家中赚钱

一套房一个故事
廉租房里的幸福生活达州

赠满20000元
全友休闲吊篮

惠动川渝 豪礼相送
购买家具交定金满额再送好礼

活动期间，购买全友家居正价产品，满额还有豪华大礼相送！

（型号：800319/800351/800312）三选一

赠满15000元
全友功能椅或休闲躺床
（型号：800230）任选一个

赠满10000元
全友休闲桌椅
（型号：800252）一个

赠满10000元
全友休闲躺椅

地址：红旗大桥头快速通道口侨兴新城三楼全友家居

全友家居 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惠动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川渝
惠动川渝 家具特惠

1.8米大床 原价2380元
现价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588元

卧房4件套 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189000000000000000000000元

精美沙发 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2599元

餐桌椅1+4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1890元

精美床垫 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1299元

10月7日、8日组团到成都淘相因，吃、住、行全程全免费。
报名热线：1809092621218228634999

达州市大巴山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招聘员工公告

二、招聘范围及条件
（一）招聘范围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符合

招聘岗位的基本条件和专业、技能等
条件的人员，均可报考。

（二）招聘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行为规

范；
2、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

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3、具有适应履行职责的身体条

件；
4、年龄原则在35周岁（1982年

8月31日后出生）以下，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条件特别优秀的年
龄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专业可放
宽至全日制专科学历（条件特别优秀
由资格审查小组根据工作经历、现实
表现及取得的相关证件予以确定）。

5、符合有关法律规定要求。
三、岗位设置及应聘条件
（一）综合管理岗

1、岗位职责：主要负责公司日
常行政事务，包括文秘、绩效考核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文化、机要管
理与档案管理等。

2、基本要求：熟悉马克思主义
理论知识、企业管理知识及中央、国
家最新相关政策；具有较强的组织沟
通协调能力、分析能力及团队合作精
神，具有较高的写作水平，熟练使用
办公软件。

（二）网络管理岗
1、岗位职责：负责公司数据、

网络、软件及硬件设备等日常维护
及管理，负责公司网站建立与管
理，负责网络及数据安全策略的实
施、管理及维护，负责公司计算机
系统、办公系统的维护及业务数据
的管理等。

2、基本条件：熟悉和掌握各种
计算机软硬件，可独立进行安装、调
试及故障排除；精通局域网的维护及
网络安全知识，可熟练进行局域网的
搭建和网络设备的基本维护和故障
处理；精通网页制作，熟悉网站建立
流程，了解网络营销。

（三）项目管理岗
1、岗位职责：主要负责投资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预算、招
投标及建设管理等事宜。

2、基本要求：1年及以上相关工
作经历，熟悉工程项目管理，具有独
立开展项目技术管理工作能力，具有
系统思维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

能力。
（四）投资管理岗
1、岗位职责：负责研究文化体

育产业发展趋势、公司投资方向分析
研究，负责投资项目模式策划、考察、
商务谈判等工作。

2、基本要求：1年及以上招商或
投融资岗位工作经历，具有较强的市
场营销、投资分析能力，掌握市场开
发营销及项目管理相关知识，熟悉法
律、财务基础知识，熟悉产权、融资管
理业务，身心健康，沟通协调能力强。

（五）文化经营岗
1、岗位职责：负责剧场演出策

划与实施，文化艺术类节目引进与推
广，文化市场引导与培育等。

2、基本要求：1年及以上相关工
作经历，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投资
分析能力，掌握市场开发营销及文化
艺术相关知识，活泼开朗，沟通协调
能力强。

四、报名及资格初审
本次考试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现

场报名方式进行，报名时间为公告之
日至9月25日17：00止。请各位应
聘者在达州人事考试网（网址：
http：//www.dzpta.gov.cn/）和达
州新闻网（www.dzxw.net）下载
《应聘信息表》，并真实、准确填写各
项内容（含本人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电
子照片），发送至 390185557@qq.
com。所有报考人员将国家承认学
历的毕业证、学位证等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交达州市大巴山文化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达州市通川区莲花湖巴山
大剧院文化馆二楼）进行资格审核。

五、笔试面试
笔试、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六、聘用及薪酬
对应聘合格人员实行聘用制，试

用期六个月，试用期满后考核合格
者，按公司用人管理规定办理聘用手
续，签订合同；不合格者予以辞退。
薪酬待遇参照达州市市属国有企业
职工平均薪酬设置。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聘用：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

规定者；
（二）在招聘的任一环节，公司发

现不符合招聘相关条件、规定者；
（三）提供虚假信息者；
（四）违反考试纪律及本《公告》

相关规定者。
七、监督检查
由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干部科、

文卫科对招聘工作实行全程监督，确
保招聘工作的公平公正。

严肃招聘纪律，对应聘人员资格
审查将贯穿工作全过程，任何阶段发
现有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立即取
消其应聘资格。

咨询电话：13890422011（王仕
春） 监督电话：0818-2375260（市
委宣传部干部科） 0818-2375963
（市委宣传部文卫科）

2017年9月13日

招聘
岗位

综合管理岗

网络管理岗

项目管理岗

投资管理岗

文化经营岗

所需
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及汉语言文学类、
新闻学类、艺术类专业
计算机类专业
工程管理、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及建
筑管理类
市场营销、市场开发与营销、经济学、
金融学及投融资管理类
市场营销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及
汉语言文学类、艺术类专业

招聘
人数

1

1

1

1

1

备注

1年及以上
相关工作经历

1年及以上招商或
投融资岗位工作经历

1年及以上
相关工作经历

达州市大巴山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是达州
市人民政府授权达州市市属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资人
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10亿元，公司办公地点在达
州市通川区莲花湖巴山大剧院二楼。主要从事涉及文化体育产业的管
理与经营、文化体育产业投资与开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
等。经达州市市属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现本着“公开、
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采取笔试、面试综合考核的方式，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员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本次共招聘5人，具体岗位及人数如下：

建设幸福美丽达州 喜迎党的十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