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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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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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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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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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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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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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林业规划、调查、设计

资质的公司一家。
电话：13982838235

求转让

四川省达县立志建筑有限公
司聘熟悉办公软件、有一定文
秘基础的办公行管人员一
名。30—40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265943318117923088

诚 聘

焊工、卯工、钳工、车工、
门卫、杂工。年龄18—50岁。
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2669966
2662858

招 聘

我单位门市位于
南外西环路775号（天
府明珠小区门口），面
积 461.42m2，现招租，
无转让费，2018年3月
7日至23日接受报名。

电话：2389540
2376119

门市招租

达川区南外繁华地段有
幼儿园寻求合作，口碑好，生
源足，有意者请联系，非诚勿
扰。电话：15298135578

寻求合作伙伴

南外一大型火锅店，约
1000平方米，火爆经营中，现
诚意转让。

电话：18981499588

火锅店转让

位于翠屏路131号，面积
39.4平方米，两证齐全，价格
面议。现闺蜜内衣租用。

电话：13908248923

门市急售

达州市通川区凤凰头一
1300平方米茶楼兼火锅店转
让，设施设备齐全，接手即可
经营。13989164555王女士

13350788222李女士

茶楼转让

南外万达路13号两个门
市，面积各28.48平方米，带租
约出售。电话：18080151937

门市出售

复兴中环花园有房屋三
套，现特价出售。单价：3280
元/平方米。

联系电话：15984750555

房屋出售

男子醉酒驾车撞飞行人再撞交警逃逸
事发竹城华蓥路 目前已被行政拘留

醉酒司机撞伤两人后逃逸

3月8日上午，记者来到大竹县竹阳镇华蓥路采
访。两天前发生的一幕，仍让路边的不少商家心有
余悸。“6日晚上10点左右，这里发生的交通事故太
惨了。”路边的副食店老板李先生说，当时他忽然听
到“哐”的一声，出门就看到一名妇女躺在马路中间
一动不动，路上散落着很多废纸壳。“肇事车停留了
几秒后，一脚油门就跑了。”

大竹县交警大队特勤中队杨松告诉记者，3月6
日晚10时许，他们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事故现场。
就在民警勘查现场时，很多围观群众向警方提供“是
辆白色越野车，不是本地车，往北城干道跑的……”

等线索。
“经勘测,我们初步确定行人至少被撞飞了18米

远。可以断定肇事车辆当时速度非常快。”就在警方
扩大范围调查时，在距事发现场约200米的路边，一
辆白色的汉兰达越野车，引起了辅警杨亮的注意。
杨亮上前检查时，一阵酒味从车内飘出，随即他向司
机示意下车接受检查。由于多次劝说无果，杨亮正
想靠近驾驶室询问，谁料越野车突然加油逃逸，杨亮
则被挂伤倒在地上。

肇事司机承认喝了三种酒

杨松向记者介绍，事发当晚，大竹交警通过案侦
手段，找到了肇事司机沈某的联系方式，并劝说其立

即投案自首。3月7日凌晨0时许，沈某向警方投
案，民警对其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酒精含
量达133mg/ml，已构成醉酒驾驶。随后，又对其
进行了抽血检测，目前血样已送至成都专业机构检
测。

“你吃饭的时候喝了多少酒？喝的什么酒？”沈
某向民警交代，当日下午6时许，他与生意上的朋友
到东湖天誉城一家烧烤店吃饭，大概吃了2个小时
左右，饭桌上他喝了白酒、啤酒、红酒，具体喝了多少
他也记不清楚。当晚9点左右饭局结束，朋友开着
他的车又到观音阁丽晶酒店去喝茶。

当晚10时许，他独自一人开车回家，经过北
门转盘左转进入北城干道，车刚过了国税局红绿灯
路口，就感觉撞到了什么东西，起初以为撞了“一
条狗”，于是就将车停在附近。然后下车前往事发
地查看，由于围观的人比较多，只是在远处模糊看
见地上躺着一个东西，随即又返回车上打开车窗。
10多分钟后，突然一名穿着反光制服的警察走
来，“劝我下车，接受检查。由于害怕被查，当即
就加油走了。”

醉酒驾车被行政拘留

昨日上午11时许，记者来到大竹县人民医院见
到了伤者游元翠和辅警杨亮，市交警支队支队长龙
剑等领导正在慰问两名伤者，并送去了慰问金。两
名伤者的主治医生表示，两名伤者头部、腿部、肩部
受伤严重，目前院方正在积极治疗。

“醉驾、逃逸、强行冲关……”据大竹县交警大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嫌疑人沈某因为醉驾、逃逸、
驾车强行冲关，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之中。

（本报记者 李泽希）

3月 6日晚 10时
许，沈某醉酒后驾驶一
辆白色汉兰达，途径大
竹县竹阳镇华蓥路（国
税局红绿灯路口）时，
将一名行人撞飞后逃
逸。事发后，沈某将车
停在200米外观察，谁
料竟被勘查现场的一
名辅警杨亮察觉，杨亮
多次劝其下车，接受检
查。怕事情败露的沈
某，竟再次加大油门撞
伤杨亮逃逸。

经办案民警测量，
59岁的行人游元翠被
肇事车辆撞出10多米
远，致使头部、腿部严
重受伤。而辅警杨亮
因右肩部骨折，需手术
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