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大竹县路政管理大队大队长罗华平称，大

竹县境内， 有两个超载超限固定检测点和卸货

场，但这两个固定点，一个位于318国道前往梁平

方向的水口庙，另一个则是前往渠县方向的一个

超载卸货场。在大竹前往邻水的210国道道路上，

也没有固定检测点。

对于该路段超载超限车辆较多的问题，罗

华平直言执法工作难度很大。并表示，此次群众

反映的问题车辆是从邻水驶入大竹， 无法监管

到源头。路政大队将会同公安、安监等部门在一

起开会协商，在该路段设置一个临时检测点，以

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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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 张春玲第一天到四川好医生中藏药业

有限公司上班，她对行政主管这份工作很满意，而且

公司就在金堂县“家门口”。张春玲当过大学生村官，

后在基层政府部门做聘用人员，“搞过接待和活动，喜

欢搞行政工作”。 通过四川公共招聘网的子网站———

成都公共招聘网，四川好医生中藏药业有限公司的招

聘需求和张春玲的求职需求一拍即合。

大学毕业后， 陈小姐在成都一家自收自支的事业单

位工作了两年， 今年她不再满足于仅2000多元的收入，决

定择机跳槽。 她到四川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做了求职登

记， 工作人员推荐她通过四川公共招聘网自助查询招聘

信息，“这个网站是政府就业部门主办的公共就业服务

网，能够登录全省查询招聘信息”。陈小姐在网站上查到

成都一家油田技术公司招聘行政人员， 感觉职位和待遇

不错，随即联系用人单位并应约参加了面试，成功跳槽。

孙兵的一技之长是电焊，此前他在双流一家公司

做焊工。但前不久，他很焦虑，因为自己所在的部门

“不行了”，他不得不跳槽。怎么找新东家呢？他听朋

友推荐四川公共招聘网的子网站———成都公共招聘

网， 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了简历，3天内就收到3家

企业的邀约。最后他选择了四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公

司，因为离家近。“这个网站对找工作有帮助，不用我

们跑腿就能找到合适的。”孙兵说。

7月， 四川省邮政公司眉山市分公司在四川公共

招聘网的子网站———眉山公共招聘网发布招聘信息，

拟招聘50名邮政储汇营业员和理财经理。300余名求

职者报名，余冬等50名求职者应聘成功，已顺利到单

位上班。民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在

四川公共招聘网免费注册，就能浏览全省所有求职信

息，并发出面试邀请，公司已经招聘用工30余人，极大

地节省了招聘成本，提高了效率。

据悉， 自去年底四川公共招聘网试运行以来，累

计1200多万人次浏览了该网站，8万多家企业在该网

站发布了30多万个岗位。截至发稿时，正在该网站发

布招聘信息的用人单位达4500多家，招聘岗位信息达

9万多个。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找工作 上四川公共招聘网 免费

这是全国第一个数据全省共享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

今天，四川公共招聘网（www.sc91.org.cn）正式上线运

行。 这个政府举办的公益性网站为广大用户免费提供招聘求职

等服务。 借助其全省联网的平台， 求职者不用往就业服务机构

跑，在电脑或手机上就可以找工作；用人单位可以享受招聘信息

发布等服务。

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领导下，省就业局会同全省

就业服务管理部门共同打造了全国首个以省级集中建设和管

理、数据全省共享模式建设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四川公

共招聘网。它涵盖了全省21个市、州的招聘求职、职业指导、就

业培训、创业指南等相关信息，实现了一点登录、全省查询、立

体服务。

去年底以来， 四川就业服务管理系

统致力于组建全省统一开放、功能齐全、

便捷实用的四川公共招聘网， 为推动全

省统筹城乡就业提供更好的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这个政府举办的公益性网站，为

广大用户免费提供招聘求职等服务。

用人单位在首页注册后， 填写单位

基本信息， 上传营业执照等合法资质文

件，就可发布招聘信息。用人单位对求职

者投递的简历进行筛选后， 可向求职者

发布面试邀请。

求职者在首页注册后， 填写个人基

本信息， 录入身份证件信息进行实名认

证，就可发布求职信息。求职者可以自主

选择个人简历是否公开， 对选择简历不

公开的求职者，页面将不予展示，用人单

位也不能搜索到。

求职者还能享受专家职业指导和创

业指导，可以在线专家指导，也可以网上

留言专家答疑。 另外也可以查询培训信

息、政策法规等资讯。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进入高校毕

业生板块， 查询专门针对高校毕业生的

招聘求职信息， 对意向求职者和招聘单

位发送面试邀请、投递简历。

四川公共招聘网具备强大的搜索

功能，开发了关键字搜索、高级搜索、地

图搜索三种方式，并结合搜索热词和热

门招聘、热门求职等搜索（展示近半年

岗位及薪资走势变化情况）参考，使用

户能更方便快捷地找到相应岗位。比

如，日前记者搜索“餐饮服务人员”岗

位，可看到其近半年的月均薪资大致稳

定在1500元-1700元之间，4月后半月和

8月后半月的岗位需求最多；“房地产业

务人员”岗位，近半年月均薪资的最高

点出现在6月前半月， 为3891元，8月后

半月才1400元；“普工”岗位，近半年月

均薪资大约稳定在2000元-2500元，岗

位数在8月后半月飙升。不过，这些数据

每天都会随着该网站相关招聘岗位的

变化而变化。

四川公共招聘网已经开通手机客户

端、短消息等掌上求职功能，实现网站和

掌上就业平台的招聘求职信息互联共

享。 求职者可以通过扫描下载四川公共

招聘网手机客户端、定制短消息，随时随

地免费享受所需服务。

四川公共招聘网手机客户端是掌上就

业的主要载体， 包括基于Android平台与

IOS平台使用的两种版本。用户可以随时随

地查询就业信息， 查看求职简历， 发布用

工、求职信息，查询附近的用工单位等，快

速实现用人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岗位匹配。

除此之外， 四川公共招聘网还将开

通微博微信服务平台， 用户通过关注微

博微信公共服务账号， 就可接收查询相

关信息。

网上就业平台全省联网

能“按图索岗” 能查询薪资走势

掌上就业平台信息互联共享

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招聘求职

四川公共招聘网

ios系统客户端下载

四川公共招聘网

Android系统客户端下载

他们都用四川公共招聘网

发布30多万岗位 1200万人次浏览

个人用户使用流程示意图

单位用户使用流程示意图

教你用四川公共招聘网

近日，有大竹县市民反映210国道邻

水至大竹段， 存在着超载超限车辆无人

监管的情况， 对国道沿线的城镇居民造

成了很大困扰， 同时对道路基础设施破

坏也较为严重。对此，两地路政负责人表

示， 由于该路段没有超载超限车辆固定

检测站， 己方的人力和精力主要放在了

城市其他道路的管理上， 对于这条路只

有流动执法人员进行检查， 执法力度不

够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双超车洒落碎渣

8名环卫工轮流清扫

近日，有大竹县住户向本报爆料称，

自己所居住的场镇上，一到夜间，超载超

限车辆结队呼啸而过，不但扰民，而且沿

途洒落煤渣、碎石渣，给自己的居住环境

带来很大影响。 这些车辆都是从广安市

邻水县出发，经210国道前往大竹，沿途

场镇住户不胜其烦， 反映很久也没得到

解决，路政执法人员也像是消失了。

8月16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大

竹县欧家镇。记者看到场镇的部分路面出

现了开裂。爆料人称，这是因为双超车辆

长期碾压的缘故。一名环卫工覃女士告诉

记者， 当地镇政府共聘用了8名环卫工人

负责场镇的道路卫生，由于沿途货车一路

洒落碎渣，使得这一工作十分辛苦，无奈

之下，8名环卫工人只得轮流接手此路段。

“我一个人扫这条街的工作量，顶得上其他

路段4个人的工作量。”覃女士无奈地说。

假称选购石料

司机接消息不发车

8月16日下午3点开始， 一辆辆货车，

从大竹驶往邻水方向，这些车辆大多是空

车。据知情者透露，这些车辆都是前往邻

水县运送货物，夜间又开回大竹。记者随

即驱车跟在货车后，前往邻水，途经邻水

县所属柑子镇、观音桥镇。在这些场镇上，

道路开裂的情况较为严重， 很多时候，车

辆不得不占用对面行车道绕过破损地段，

给行车安全带来很大威胁。

到达邻水县城后，是一个三岔路口，一

方通往城区，另一个方向则是一条上山的大

路。记者驱车跟在车后，十多分钟后，到达了

一家规模较大的碎石场厂区。

见来了生面孔， 一名工作人员走上前

来询问，记者假称前来选购石料，在厂区查

看了情况后，驱车下山。当晚8点左右，按照

爆料人提供的情况， 此时应是货车从邻水

驶往大竹的高峰期， 但记者一直等到晚上

10点， 却没有发现一辆超载货车驶入国道

前往大竹。正纳闷时，一辆空车返回的司机

告诉记者，当天几个厂区都发出通知，当晚

不装货，白天发现有人拍照，担心有情况，

自己由于挂记家中妻女，才空车返回，其他

货车有的仍在厂房内等。

司机称执法力量弱

双超车辆才能多赚钱

9月8日，记者再次来到邻水县210国

道的三岔路口处等待。 直到晚上10点半

左右，在记者停车处，一辆货车驾驶员正

在给车加水，在与他交谈后，这名司机表

示，只有这个方向才行，往重庆方向有固

定检测站，被查到要卸货。

这名司机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从邻

水到大竹约有65公里路程，一辆货车跑完

全程油费大约要300元到400元不等，从石

材厂拿货运到大竹，每吨能赚13元到15元

左右，正常情况下，双桥车按规定只能装

20吨，三桥车30吨，四桥车40吨，如果不超

载，双桥车基本没得赚，只有三桥和四桥

车才有点赚头，但能赚的也不多，只有一

两百元， 而每次单边运输时间就要两到

三个小时，性价比太低，没人愿意去跑这

条线。而超载后就不同了，一吨赚13元到

15元，十吨就是100多元，由于从邻水到大

竹的执法力量相对其他方向弱了许多，

所以司机们才会选择这条线路超载。

涉嫌偷拍女护士

医生被开除

浴室放手机， 医生偷拍女护士？最

近， 有关泸州合江县白米乡卫生院的一

则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白米乡卫生院相关负责人处获悉，

牵涉此事的该卫生院医生张兵 （化名）

已被开除。另外，警方现已介入调查。

合江县白米乡卫生院，只有一间公共

浴室，位于职工食堂内，平时都是男女职

工轮流使用。最先发现不对的，是卫生院

内一名年轻女护士。9月2日晚， 这名女护

士脱下衣服正准备洗澡，突然听见上面天

花板处传来一阵手机铃声。 受到惊吓，女

护士很快穿好衣服，并叫来其他同事一起

前来查看。就在此时，令大伙吃惊的一幕

发生了，卫生院公共卫生科科长、医生张

兵跑进浴室，从天花板缝隙中取出一部手

机，然后匆匆离开。女护士们追了上去，张

兵随即拔出手机电池和存储卡。在大家呵

斥下，张兵交出手机。不过，从拆下的存储

卡和手机内，暂未发现不雅内容。

让卫生院护士感到不安的是， 卫生

院内的七八位女同事都曾使用过这间公

共浴室，“不晓得以前被偷拍过没有。更

可怕的是， 偷拍的内容不晓得是否已经

外流。”而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兵

曾声称，这是第一次偷拍，“主要是想拍

自己和妻子共同沐浴的场景。” 担心不

雅视频外流，卫生院护士选择了报警。

昨日下午，白米乡卫生院曾院长告诉

记者，事发后，医院已作出开除张兵这一处

理决定。这一消息，成都商报记者从当地警

方处也得到了证实。 至于女护士们担心之

前是否曾被偷拍， 偷拍视频是否存在外流

风险等问题，当地警方正进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男子输掉孩子学费

入超市盗窃杀人焚尸

28岁的南充居民周龙嗜赌。上个月，在

输掉母亲留给孙子的1000元学费后， 他决

定铤而走险， 潜入自家附近一家超市准备

盗取钱财时被女店主发现，后将其杀害，并

制造成火灾假象后逃离现场。中秋节当天，

周龙被警方抓获，目前已被检方批捕。

对于这场大火， 受害者家属以为是电

路短路或其他原因， 后经南充市西充县刑

侦勘查，属故意杀人后焚尸。很快，警方锁

定犯罪嫌疑人周龙。

据周龙交代，上个月，眼看4岁儿子

上学在即， 母亲留给孙子的1000元学费

让自己偷偷输光。为了找钱，案发当晚，

自己便前往离自家只有百米远的超市盗

取钱财，死者王桢桢发现后并准备报警，

因担心事情暴露， 周龙用酒瓶砸， 电线

勒、膝盖跪压等手段将其杀害，并用汽油

焚尸，造成火灾假象后逃离现场。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超

直升机遇险 飞行员成功迫降

为避开川西人口密集城镇，着陆在一小块农田，距前方高压线不足30米

国道“两不管” 超载货车午夜狂奔

事发210国道邻水至大竹段；两地路政负责人表示，人手不够，监管难兼顾

65公里国道 为何“两不管”？

追

问

短短65公里国道，涉及两个县的管辖范围，为何会出现“两不管”的情况？本该对

这些超载超限车辆进行打击治理的相关部门执法人员又是否知情？对此，成都商报记

者采访了两方路政管理大队。

邻水县路政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强介绍，

210国道邻水至大竹段，属于邻水管辖的范围只

有20多公里， 己方的主要执法力量放在了前往

重庆方向的南面两个固定超载超限车辆检测点

上， 由于这两个点需要长期驻守执法人员进行

检查，占用了较多人力，故而对于北面的大竹方

向，只有一个流动执法队在进行执法，每天至少

保证一遍流动执法。

“从照片上看，这辆货车为两桥车，允许的总

重为20吨，但根据执法经验看，这辆车起码装载量

在30吨以上，已属于超载车辆。”陈强表示，若路政

执法人员监察到此类车辆，将依法进行处罚。

邻水路政：

人手有限,难以兼顾

A

据新华社电

成都军区空军某航空兵师

张永龙机组日前在驾驶直升机进行训练时，

突然遭遇空中双发停车重大特情。 机组成员

机智操纵、沉着应对、密切配合，避开人口密

集区域，成功实施迫降。

当日下午， 张永龙机组驾驶直升机在川

西某机场附近进行山区综合课目训练。 返场

时，机舱内发动机声音骤然消失，告警信号音

急促响起。

“双发停车！”53岁的特级飞行员、机长

张永龙第一时间作出判断———直升机上的两

台发动机都停止工作，飞机失去了全部动力。

此时他们的实际飞行高度只有519米，下

方是人口密集的城镇。如果按常规特情处置，

虽然相对简单， 但极有可能危及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尽力避开人口密集区！”副驾驶张博按

照机长张永龙的指示，果断提前上提总距杆。

她是空军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 曾在2009年

国庆首都阅兵庆典上驾机飞过天安门。

空中机械师黄礼勇、 李辉华监控直升机

状态、不断报告高度；领航员佘子利聚精会神

地观察障碍物、引导航向。张永龙和张博控制

直升机艰难地调整姿态，绕开下方的公路、电

线杆、大型酒罐和民房。最后，急速下降的直

升机在一座酒厂与几道高压线圈绕的一小块

农田着陆，距离前方的高压线不足30米。

虽然有惊无险， 但高达8米/秒的着地速

度产生了强大的瞬间冲击力， 机组成员都不

同程度受伤。 后方指挥塔台与兄弟机组迅速

展开搜救， 在8分钟后即找到了迫降直升机。

所有伤员被安全送往医院。

大竹路政：

将设置临时检测点检测

B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周子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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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镇满地的碎渣让清洁工覃女士很是头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