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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达州市南国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位于经开区秦巴轻工
园，是集纺织印染全产业链的
大型现代化花园式生产企业。

现招聘织布挡车工，月工
资 4000～6200元（含社保及
各种补贴）。高薪聘请纺
纱、印染、织布、机电自动化及
各级技术管理员和熟练工及
学工等500人以上。地址：达
州经开区绕城路黄家坝大桥头
联系电话：0818-2349999
17380195203（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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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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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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告

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聘市场部经理：2名；储备
店员：3名；会计：2名；库管：1
名；行政人员：1名；售后人员：
3名（会驾驶优先）。
电话：18981456888（徐先生）

东鹏瓷砖 TOTO卫浴

通川北路63号达州经贸
学校底楼临街一双开间空门
市（66㎡）出租。

电话：15528880988

门市出租

北外江湾城附近一厂房
出租，面积1000㎡左右，交通
便利、无转让费，租金面议。

电话：13700928218

厂房出租

面积500平方米，可用做
培训、美容、健身、办公、餐饮
等。租金优惠，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8780825666

商用房出租

水、电齐全，住房14间，可
安装航吊，地址黄家坝大桥旁
300米，4600平方米，条件方
便，拖挂车可进出。
电话18282211567（刘先生）

厂房出租

荷叶街206号原茶真香
茶楼出租，面积约 600平方
米，无转让费，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3882858328

15181802177

茶楼出租

达州南城
新达路225号恒

大品城一独立四楼房屋1200
㎡对外整体出租。有独立电
梯，可用于办公、办学、餐饮、
酒楼、宾馆、茶楼会所等。

电话：18282985318

招租

达州南城
好吃街“花样

年华”三楼1300㎡对外整体出
租，地段好，交通方便，可用于
办公、办学、餐饮、酒楼、宾馆、
茶楼会所等。

电话：18282985318

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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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市出租出售

达川区1000m2连锁品牌
店转让，客源稳定，设施设备
齐全，停车位充足，邻近大型
商业综合体，接手即可盈利。
高先生18909240639

品牌餐饮旺铺转让
位于翠屏路

131号临街门市
出售，两证齐全，
价格面谈，现闺
秘内衣租用。
电话:13908248923

门市急售
位于达州经开区七河路

中段（堰坝附近），有库房一
间，面积约1000㎡对外出租，
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

电话：13398345555

库房出租

通川区西外黄金位置底
楼七百多平方米豪华餐厅
（火爆经营中）低价转让，接
手即可经营，有意者请联系
15983880777冯女士。

餐厅转让

招 聘
达州市总工会投资

建设的工青妇活动中心，
已办理竣工验收，现招聘
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办理
工程财务决算。有意者
带上相关资料到达州市
总工会财务部报名，报名
截止2月28日。

咨询电话：2141947

诚 聘
达州市远东电器

有限公司诚聘：成套电
气技术员、质检员、价
格预算员各2名；销售
内勤1名（已婚女性）；
电气装配工、钣金工、
薄板焊工各数名（40岁
以下男性）。

13981454456
13568356368

达州市通川区文化街转
转楼二楼17、18号铺面出租
（价格面议，无转让费）。

电话：18908246168

门市出租

销售，10人，年龄18-35
岁，5000-10000元。人事专
员、主管、经理，年龄23-55
岁，4000-20000元。财务会
计、出纳、收费员、主管、经理，
年龄25-55岁，4000-25000
元。物业副总，年龄30-55岁
年龄30-55岁，6000-10000
元。电话：2354777

联系人：小晏

房产公司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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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楼出售

昨日，记者从市公安局治安
支队获悉，在春节前，达州各级警
方展开打击“黄赌毒”专项行动，
破获了一大批案件，有效净化春
节前达州的社会治安秩序。

拉网清查网络赌博
据治安支队负责人介绍，近期以

来，达州各级警方对城乡结合部、村镇
街道上的各类治安复杂场所展开拉网
式排查，深挖侦查发现的赌博线索。

近日，宣汉警方在土黄镇万斛街
发现（原新磊网吧）内有人参与“龙虎
斗”赌博，当场捣毁了这个依托互联网
经营的赌场。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
某（男，38岁）自2017年12月下旬至
2018年1月22日在新磊网吧内，以网
络形式联通境外“龙虎斗”赌场进行赌
博，投注金额累计达40余万元。目
前，陈某某已被依法刑拘。

近日，通川民警在碑庙镇新街“最
高鸡密”门市内当场查获正在从事“炸
金花”赌博的6名违法嫌疑人。经查，
“最高鸡密”餐饮店老板曾某某（男，40
岁）、田某某（女，34岁）夫妇多次邀约
他人到自己门市“炸金花”，每次按人

均100元的标准抽取渔利，已累计获
利5000元。目前，曾某某、田某某被
依法刑拘。

“传统的赌博方式正不断被新的
互联网赌博所取代。”据治安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期，治安支队在达川区
某大酒店捣毁一个网络赌博窝点，刑
事拘留6人。在对该案展开深入调查
后发现，这些网络赌博利用搜索引擎
推广、“业务员”冒充美女通过社交软
件添加好友、发布论坛广告等方式吸
引人登录境外网站参与赌博，用种种
方式，榨干赌徒兜中的最后一分钱。

严厉整治涉黄场所
同时，1月以来各级警方还对各

类涉黄治安复杂场所展开拉网式排
查，捣毁了一批涉黄窝点。

1月17日，治安支队在通川中路
思宜森林酒店捣毁一涉黄窝点。当场
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卖淫的违法行为
人刘某、郑某、李某某3人。目前，这
三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思宜森林酒
店被依法停业整顿。

1月30日，治安支队在后宫娱乐
会 所 检 查 时 发 现 ， 该 会 所 B07、
B08、B11包房内存在有偿陪侍现
象。目前，违法行为人何某某、李某
某因涉嫌介绍他人卖淫，被依法行政
拘留。后宫娱乐会所被依法停业整顿
6个月。

治安支队负责人表示，自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警方针对群众
反复举报、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黄线索，
迅速组织力量，依法从严打击，对涉案
人员一律予以顶格处罚。

据初步统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共破获涉黄涉赌刑事案件15件，抓获
犯罪嫌疑人32人，查破涉黄涉赌治安
案件92起，行政处罚216人；查处吸毒
人员278人，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9件，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62人；外流贩毒
人员27人。达州公安严厉打击涉黄
赌毒犯罪，彰显了警方对“黄赌毒”违
法犯罪“零容忍”的坚定决心，确保了
达州春节前后、春运期间社会治安持
续稳定。

（本报记者 程序）

确保春节期间治安持续稳定

达州警方拉网整治“黄赌毒”违法犯罪

■打击黄赌毒 净化社会环境

本报讯 11日上午，达川警方
在南城三岔路口开展“扫黑除恶”
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广泛征集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线索，全方位开展“扫黑除恶”工
作，努力提高全区人民的安全感，
营造安定、祥和的节日气氛。

据悉，春节将至，达川区公安
分局为给全区人民营造一个安定、
祥和的节日气氛，决定不断深入推
进全区范围内的“扫黑除恶”专项
行动。当天上午，该局刑侦大队积
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宣传
活动，充分展示了达川警方打击黑
恶势力的决心，彰显了刑侦打击涉
黑恶刑事犯罪“主力军”的作用。

达川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梁经
明，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勇等领导，
来到宣传活动现场，检查指导工
作，并参与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民警不仅向群
众散发了2000多份宣传单，及解答
群众咨询等，还深入社区张贴“关
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的
通告”等，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群
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知
法懂法、学法用法，发动广大群众
积极检举揭发各类黑恶势力，协助
公安机关铲除欺压百姓、欺行霸市
的黑恶势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
的公共安全感。

（徐娜 本报记者 罗烽烈）

本报讯 随着寒假到来，教育
培训广告宣传铺天盖地，大街小巷
到处是广告招牌。近日，通川工商
质监局西区工商质监所对辖区内6
家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了执法检查。
检查中发现3家培训机构在广告宣

传中出现不同程度的严禁用词，涉
嫌违法。工商执法人员共拆除不合
规的广告牌和宣传展板63处，宣传
单509份。目前一家已经被立案调
查，另外一家正在调查取证中。

（何小蓉）

达川警方启动专项行动
春节前全方位部署“扫黑除恶”

一培训机构乱宣传被立案调查

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