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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晚报携手百朗园婚礼主题庄园

寻找达州人气新娘
美丽的姑娘们快快报名吧 优胜者可获10万+的奖品

如果你天生丽质……
如果你多才多艺……
如果你是萌系美少女……
如果你有模特身材……
如果你有迷人微笑……
不管你怎样的美，你就是传说中

的人气新娘！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来
参加！不来就亏大了！！

达州晚报携手百朗园婚礼主题庄
园，寻找人气新娘，现在开启！

只要你来参加，就有机会获得万
元大奖！

2017人气新娘10万大奖

百朗园罗浮宫10万婚礼布置现
场+2280元婚纱套餐礼包1个+5000元
的婚纱照套系+购车基金3000元+珠
宝钻石基金3000元+金镶玉吊坠等等
大奖送给我们最美的新娘子们哦！

三步拿走10万元大奖

第一步：12月7日—10日海选，线
上报名。

报名条件：达州市年满18岁的年
轻女性及未来两年要结婚的准新娘。

报名时间：12月7日—10日 投
票时间：12月11日—20日 颁奖典
礼：12月24日。

报名方式：关注“达州晚报微信公

众号”、“达州日报微信公众号”，点击
菜单“人气新娘”进入报名，上传自己
的婚纱照、情侣照、个人写真照1-3张
（婚纱照优先）；配上个性的爱情宣言，
并附上个人相关信息及联系方式即有
资格参与评选。

获奖规则：线上投票+现场评选

截至2017年12月20日24时，按
照选手最终网络得票数排名前20的新
娘进入复赛，参加12月24日于百朗园
举办的人气新娘总决赛，通过现场20
位入围新娘的才艺展示，最终由现场
投票+线上投票决出冠亚季军，现场举
行颁奖典礼。

第二步：12月10—20日初赛，前
20强新娘网络票选（投票期间仍可继
续报名）。

1、12月20日根据网络投票和人
气评选前20强新娘。

2、20强新娘入围总决赛20强。
3、12月20日根据网络票选人气

前20强名单出炉。
第三步：12月24日，总决赛，20强

新娘现场评选+颁奖典礼。
1、12月24日20强新娘开场走秀

（共15分钟）。
2、20强新娘才艺表演（2分钟/

人）。
3、线上投票渠道开启（1人1票）+

现场观众投票（1人抵10票）。
4、宣布冠亚季军。
5、颁奖典礼。

奖项设置

1、根据每个阶段的投票，选取出
100强、20强、10强、冠亚季军，各阶段
奖励如下：

冠军人气新娘：百朗园罗浮宫10
万婚礼布置现场+婚Party体验入场券
2张+2280元婚纱套餐礼包1个（内含
婚纱2件）+5000元的婚纱照套系+三
清方礼盒+品牌口红+水晶美甲钻+新
娘妆（不上门）+新娘头饰+泸州老窖
晶彩特曲2瓶+乳胶枕头1对+半永久
纹眉+购车基金3000元+珠宝钻石基
金3000元+金镶玉吊坠一件。

亚军魅力新娘：百朗园罗浮宫8万
婚礼布置现场+婚Party体验入场券2
张+4000元的婚纱照套系+三清方礼
盒+品牌口红+水晶美甲钻+新娘妆
（不上门）+新娘头饰+泸州老窖晶彩
特曲常规装1瓶+半永久纹眉+购车基
金2000元+2500元婚嫁基金+项链一
条。

季军气质新娘：百朗园罗浮宫6万
婚礼布置现场+婚趴体验入场券2张+
3000元的婚纱照套系+三清方礼盒+
品牌口红+水晶美甲钻+新娘妆（不上
门）+新娘头饰+泸州老窖晶彩特曲礼
盒装1瓶+半永久纹眉+购车基金1000
元+2000元婚嫁基金+木手玩一串。

10强美丽新娘：百朗园婚礼堂3
万婚礼现场布置+婚Party体验入场券
2张+三清方礼盒+品牌口红+水晶美
甲钻+新娘头饰+1500元婚嫁基金+玛

瑙手链一条。
20强优雅新娘：百朗园婚礼堂1

万婚礼现场布置+婚Party体验入场券
2张+三清方礼盒+品牌口红+美甲
钻+1200元婚嫁基金+西餐礼盒一套。

100强幸福新娘：婚礼堂5000元
婚礼现场布置+艺术照+美甲+1000元
婚嫁基金+手机杯一个。

2、婚礼时尚晚宴派对入场券：
凡入围决赛20强的新娘，将获得

价值3万的户外婚Party时尚晚宴的入
场券2张。

3、互动游戏+幸运大抽奖：
最后一天颁奖盛典后，所有现场

参与投票者均可参加幸运抽奖，总共
三轮。

4、报名参与奖：
报名参加人气新娘大赛的女性，

均可获得水果篮、艺术照、精品美甲和
珍珠耳钉等。

5、投票参与抽奖
为激励广大市民为心中的最美新

娘投票祝福，共同见证最美瞬间，活动
还设置网友互动奖。凡参与网络投票
均可获得幸运抽奖一次，奖品包含电
影票、精品美甲、吉祥公仔、艺术照。

6.奖品领取时间和地点
12月24日下午2时。
领取地点：达州市百朗园婚礼主

题庄园。
活动当天，百朗园还有2017婚博

会和人气新娘总决赛，优惠多多，奖品
丰厚哦！

（张瑞琦）

一张身穿洁白
婚纱的照片，定格了
人生最幸福的瞬间；
一段浪漫温情的告
白，是内心深处最难
以名状的挚爱……

每个女孩心中
都有一个完美的新
娘梦，穿着美丽的白
纱，挽着心爱的他，
走向幸福的红地毯，
在众人面前宣誓、交
换戒指。在圣诞节
这个特别的节日，给
你一个高调说爱的
理由，寻找达州最美
丽、最具人气的新
娘，本报携手百朗园
婚礼主题庄园为你
送上最珍贵的礼物。

本报讯 6日，通川区东城办事处二马路社区与达州银行的
党员们来到对口帮扶的磐石镇渡口村，与该村党员一起过组织生
活。二马路社区、达州银行的党员与该村党员一起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重温入党誓词。达州银行的党员们向村民们讲解了如何
识别假币、预防金融诈骗知识等。社区与银行的党员还向渡口村
的贫困党员赠送了种子、生活用品等物资。

（梁乔 本报记者 谢建荣）

二马路社区把党员活动搬到贫困村

达州市腾飞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公告
下列车号的车主，你们在与我公司签订的挂靠合同期内未到公司缴纳相关规

费、保险费以及逾期车辆未进行年审道路运输证，请你们自公告登报之日起十日内
到公司完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者，我公司将按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其责任由责任人自负。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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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在《达州晚报》
官方微信（粉丝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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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投诉。广告联系电话：2377273 2377187

广 告

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天恒花园G幢3楼2号商
用房两证齐全，面积1000㎡，
现欲出售。

电话：13908241852

房屋出租

聘 因业务发展需要，本
公司拟招聘一名财务经
理，男女不限，要求大专

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
熟悉金蝶财务软件，有大中型
工业企业5年财务部门管理
经验，工资福利待遇从优。另
招收应届财务会计、工商管
理、机械设计、市场营销等优
秀毕业生数名作储备干部，有
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及相关证
件 投 至 2528766777@qq.
com，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南门口一200㎡火锅店，
地段好、租金低、火爆经营中，
现整体转让。

电话：18090911133
13398330808

火锅店转让

中辰建安集
团有限公司诚聘
会计20名，有建

筑行业经验，能在重庆、成都、
西藏、山东、西安、河南、内蒙、
新疆等地工作，薪酬面议。
15388475232李女士

诚聘

招 聘
我公司招二级建造师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初
转不限，另招施工员、质检
员、材料员、安全员各数名。

电话：17738608288

达川区通达西路一精装
茶楼转让，面积1008m2，黄金
地段，价格面议。

电话：13308248828

茶楼转让

市内一医院诚聘：各类
医生及检验医师共谋发展，
待遇面议。

电话：13982888931

诚聘

西外金兰路水文局二楼
630㎡门市急售。
联系电话：18780216792

门市出售

招 聘
一新国际社区物管处因

业务需要，现需招聘客服部员
工4名，男女不限，年龄：25岁
—4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形
象气质佳，善于与人交流沟
通，会操作办公软件，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地址：达川区南
客站背后一新国际社区售楼
部三楼办公室

联系人：蒋女士
电话：13458183799

0818-2689678

达州市一全国知名物流
快递公司转让；另招分拨经
理一名。田坝一门市出租。

电话：13778369277

物流转让
丽江明珠转盘处一音乐

餐吧转让，面积800㎡，价格
面议。

电话：18090900888

餐吧转让

达州市嘉兴实业有限公司聘
铆工、焊工、装配工、机床操作
工、杂工、学徒工、车间管理人
员，有工作经验者优先，50岁
以下。2669966 2652858

招聘

南外一临街双开间门市
（80平方米）出售，可作夹层，
价 格 面 议 。 联 系 电 话 ：
13882854433

门市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