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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元旦期间
达州火车站将加开多趟临客

本报讯 昨日下午，记者从达
州火车站获悉，为了满足旅客的出
行需求，2018年元旦节期间，该站
将加开成都、巴中和万州方向临客
5列。具体如下：

2017年12月29日、2018年1月
1日，达州站加开K9457次（达州-
成都），K9457次达州站开车时刻为
23:20，列车沿途停靠：营山、蓬安、
南充、遂宁、大英东、成都。

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
月1日，达州站加开K9503次（成
都—巴中），K9503次达州站的到
开时刻4:13，列车沿途停靠：平
昌、巴中。

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
月1日，达州站加开K9501次（巴
中—成都），K9501次达州站的到
开时刻为22:46，列车沿途停靠：
成都。

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
月1日，达州站加开K9508次（巴中
—万州），K9508次在达州站到开时
刻为9:02,列车沿途停靠：万州。

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
月1日，达州站加开K9507次（万
州—巴中），K9507次在达州站到
开时刻为17:16,列车沿途停靠：平
昌、巴中。

（鲁缤逊 本报记者 汤艳燕）

本报讯 近日,达城一市
民在掌上达州APP上留言反
映，在西外阳平西路往货场方
向的铁路桥（四眼桥）下，有段
路的路况很差，似乎从来没有
整好过，由于排水沟堵塞、污水
长年浸泡路面，严重影响行车
安全。同时，桥洞下没有照明
设施，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解决。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现
场，发现铁路桥下大约400米
左右的路面上有不少积水，而
且这段路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坑
洼，车辆经过时溅起阵阵泥
浆。“我在这里做了20多年生
意了，这条路一直就是这样。”
附近一轮胎门市业主张女士
称，太影响城市形象了。

“这段路晴天是灰尘，雨
天是泥浆，太恼火了！”住在

附近的陈先生告诉记者，铁路
桥旁边有一处小山坡，上面的
污水流下来，就进入了道路边
的排水沟里。由于排水沟堵
塞，而沟壑和路面几乎齐平，
所以污水经常漫到路面上来。
在陈先生的带领下，记者在桥
洞内的一处路面上看到,污水
正不断往地面上冒。“这条路
也有这么长，偏偏就是这几百
米坑洼不平，也不能全怪车，
路常年被水‘泡’起，怎么能
修好嘛。”陈先生说，坑洼路
段虽然经常有人用些小石子填
平，但管不了几天，坑又出来
了。陈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先
对道路两边的排水沟进行彻底
整修，再对该条道路进行修
补。

（本报记者 洪叶）

污水长年“泡”路面 行车相当不安全
铁路桥下这段路啥时能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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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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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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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外一临街双开间门市

（80平方米）出售，两证齐，可
作夹层，价格面议。

电话：13882854433

门市出售

坐落于通川区张家湾五
环花园1号房3层3A号（原经
营茶楼），面积503.08㎡，对位
招租。联系人：蒋先生

电话：15982975511

房屋出租

万源市太平镇东关路66
号土地面积 15亩，容积率
4.6，综合用地，寻求合作伙
伴。 电话：18081530298

寻求项目合作

达州区一家1000㎡健身
房现因扩大规模，寻求合作
伙伴，有资金、有经验者优
先。 电话：17738603861

寻求合作伙伴
西客站下行200米有6个

门市单个出售（1-6号每个门
市面积约60㎡），价格面议。

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售

西外团包梁一门市及商
业楼一、二、三层（1046m2）整
体 出 售 ；另 二 马 路 二 楼
（600m2）一商用房出租。

电话：13982806000

门市、商业楼租售

衡成建设工程检
测聘市场部经理、市场

拓展员（全职、兼职），60岁以
下；市政、房建、公路检测工
程师及检测员数名；办公人
员。地址：达州市复兴镇

电话:18381482266

聘公寓招租
位于市内老车坝（文

轩书店旁，离老达一中500
米左右）单身公寓（含独立
厨房、厕所及相应生活配
套家具、家电）招租，价格
实惠，可面议。
详询：牟13086328888

蒋13398329878

西外凤凰大道旁有5000
平方米仓库（厂房）出租。交
通便利，可整租、零租。

联系电话：18782882566

仓库出租

达州市建筑业协会
因工作需要，现面向社

会招聘秘书长一名，男女不
限，年龄60岁以下，要求本科
以上学历，有建筑行业相关经
验。0818-2163633

18982873533

聘

市内老车坝新世纪广场
一楼观光电梯旁一店面转
让，面积350㎡、可经营火锅、
汤锅、干锅、自助餐等。
电话：18090909345（冯）

店面转让 因业务需要，本公
司聘财务会计一名。要

求：大专以上学历，中级职称
以上，有多年经验者优先；

另聘私家车司机一名，驾
龄3年以上，退伍军人优先。

电话：13548296888

聘

宣汉县君塘镇洋烈湿地
公园有一独栋房屋（5层，2000
㎡）出租，有单独围墙、绿化
带，硬化空坝3000㎡。

电话：13778308989

房屋出租

本公司位于通川北路123
号（二小门口）一黄金地段门
市（面积248.61㎡）现对外出
售或出租。有意者请联系袁
先生：14726688186。

门市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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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
相关费用、保险以及逾期未年审道路运
输证，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到

公司完善相关手续，逾期不办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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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S33667

川S21271

川S21709

川S21785

川S21866

川S21985

川S33033

川S22269

川S22208

川S22578

川S22800

川S23069

川S23929

川S25321

川S26882

川S26976

川S26828

川S27208

川S27296

川S27316

川S27338

川S27180

川S28039

川S28026

川S28256

川S28378

川S30608

川S27571

川S30953

川S31218

川S31235

川S31559

川S31656

川S31771

川S31887

川S32007

川S32633

川S32650

川S32863

川S33587

川S37530

川S37711

川S38193

川S38296

川S38631

川S38875

川S38229

川S37677

川S39963

川S50176

川S52390

川S32617

川S55366

川S55360

川S30552

川S03222

川S56266

川S03111

川S03123

川S56678

川S57113

川S57011

川S57365

川S06123

川S57666

达州市龙祥运输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达州市万胜物流有限公司公告
下列车号的车主，你们在与我公司签订的挂靠合同期内

未到公司交纳相关规费、保险费以及未进行车辆年检和年审
道路运输证的，请你们自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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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附后）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28日

川S26088 川S37898 川S56316 川S26129 川S38600
川S56270 川S65909 川S38399 川S27777 川S39018
川S38859 川S56210 川S38220 川S39376 川S56667
川S39860 川S50013 川S56962 川S39768 川S50369
川S57283 川S39902 川S50808 川S55699 川S26766
川S50770 川S57331 川S30111 川S38899 川S57261
川S30303 川S51336 川S58738 川S31132 川S51557
川S58987 川S31599 川S51568 川S61266 川S32167
川S51895 川S61603 川S32257 川S52338 川S32287
川S52315 川S32338 川S52589 川S32661 川S53086
川S32500 川S53988 川S35920 川S53787 川S36799
川S55990 川S37063 川S55963 川S37263 川S56128
川S37800 川S56899 川S37887 川S56297

达州市铭扬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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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如下）

川S58235 川SP2236 川S60072 川S57122
川SU2122 川SV1376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28日

杨力、邓小杰、徐勇、唐涛：
因你们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就自行离矿，已经超过20

天未来上班，现已违反《达竹煤电集团公司员工奖惩办法》
相关规定，请你们自本通知登报之日起10日内回矿办理有
关手续，逾期我矿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通知
四川达竹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铁山南煤矿

2017年12月28日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