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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20天的集中收网行动，达州警方突出
重点，集中打击涉赌类涉黑恶违法犯罪、农村赌
博违法犯罪活动，对涉嫌聚众赌博、设赌放水、暴
力追债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依法严肃处
理。

达州警方表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仍将持续
开展，并重点打击以下10个方面的涉黑恶犯罪：

1.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
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2.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
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3.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
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4.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
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5.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
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
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6.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
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
行霸等黑恶势力；

7.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
恶势力；

8.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9.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

力；
10.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

的黑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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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达州警方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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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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格600元/两星
期、1000元/月，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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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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黄金地段转转
楼瓜子巷旺铺出租，面积30
多平方米。

电话：13778378141

旺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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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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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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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凤路（中心广场旁）临街
五间门市（约400m2）对外出
租。适宜银行、金银珠宝、高
档服装、床上用品、移动通讯
等经营。电话：13183598851

门市出租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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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二级（建筑、市
政、公路、水利水电）建造师、
造价工程师数名；

2、工程部经理数名；
3、建筑类安全员、施工员、

质量员、材料员、资料员数名；
4、会计人员3-5名。
15808190450贾先生

新天泰药业招
聘药品销售县、乡
区域经理数名，高

中以上学历。医药相关专业
中专以上，有医药销售经验
者、有交通工具者优先。
1398285859718781842259

聘

招 聘
达州翼虎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
特面向社会招聘保安
队长数名，待遇 2500
元以上；保安数名，待
遇2000元以上。

联系电话：18228683778
13882830678

南外某医院招聘内科、康
复科医生、护士数名，有意者
面谈。电话：13778321805
15808181979

招 聘

通川区中心广场何家巷
咪咪果艺店因业主外出转让，
40平方米，租金便宜，转让价
格面议。

电话：13547233357

门市转让

由于达开快速通
道建设征用土地，急需
出售一批苗木，欢迎有
意者报名购买。报名时
间为：即日起至 2018
年3月7日。
13508261909杨先生
18228670893王先生

苗木出售

来凤路（中心广场旁）临街
五间门市（约400m2）对外出
租。适宜银行、金银珠宝、高
档服装、床上用品、移动通讯
等经营。电话：13183598851

门市出租 招 聘
达州市达康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
要招聘以下人员：1、建筑
施工项目经理一名（男性、
年龄50岁以下、有二级建
造师资格证）；2、会计一名
（大专文化、熟悉房产开
发、有会计师资格证）。工
资面议。
联系电话：13330823331

好消息
草莓大量上市，欢迎采摘！

地址：西外十里水街前行100米
电话：15606529777

喜洋洋草莓采摘园
荷叶街206号原茶真香

茶楼出租，面积约 700平方
米，无转让费，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3882858328

15181802177

茶楼出租

昨日，市公安局
扫黑办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在上级公安
机关的部署下，达州
警方于春节前迅速
进入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状态，市公安局
成立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严
打涉黑恶犯罪。

2月28日上午，宣汉县一男子因
无证驾驶摩托车上路行驶，被市公安
交警支队春运暗访组在宣汉县双河镇
境内依法查处，并处于行政拘留7日，
罚款1200元。

当日，一辆行驶中的摩托车被拦下，民
警让驾驶者出示驾驶证时，男子神情慌张，
随后交代自己还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证。经
了解，驾驶者童某因腿有伤残，不能办理摩
托车驾驶证，此次和朋友从乡下骑摩托到镇
上，想咨询一下办小车驾驶证需要什么手
续。童某说，“本来是朋友在骑，我就想练练
手，要求朋友让我开一会儿。”民警对童某无
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批
评。随后，市交警支队春运暗访组将其移交
给了宣汉县交警大队处理。

“目前驾驶员已经被带回宣汉县交警大
队，并核实了其违法行为。”宣汉县交警大队
城区二中队中队长李昆伦告诉记者，童某将
被处以1200元和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达
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者：驾驶过程中要为自
己和他人人身安全负责，证件齐全后，佩戴
好安全头盔再上路，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 （本报记者 李泽希）

拘留7天 罚款1200元
宣汉男子
无证驾驶摩托被查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