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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1月
22日，渝中警方发布消息，为更好
地为市民提供高效、快捷、优质服
务，原大坪派出所将于11月23日
搬至大黄路，27日起新址正式对外
办公。

搬迁这几天，市民如需报警，
23日白天仍在原址，23日晚 6点
起，报警地点变更为新址，23日、24
日两天停止办理户口、身份证等业

务，27日在新址恢复办理。搬迁期
间，值班电话仍为68811719，户籍
窗口电话为68817042。

大坪派出所新址位于渝中区
大黄路1号（竞地花园大门口，红
楼医院旁边），需要乘坐公交车前
往的居民，在大黄路公交站下车；
乘坐轻轨的居民，在大坪站4号出
口外百盛公交车站乘坐420公交车
即可到达。

渝中区大坪派出所将搬至大黄路
27日起新址正式对外办公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重
庆日报记者11月22日从中国铁路
客服中心网站获悉，即日起，中国铁
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微信支
付功能正式上线运行。市民在选购
火车票后，可点击页面的“微信支
付”，使用微信账户支付车票钱款。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持有微信
支付账户的旅客，在12306网站及

手机客户端购买火车票时，可以在
支付页面选择“微信支付”进行支付，
全国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售票窗口
和ATM自助售票机，也将逐步支持
微信扫码支付。此前旅客通过
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支付
渠道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邮储银行、
中国银联、中铁银通卡及支付宝等。

网购火车票可用微信支付了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崔曜）
11月 21日，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消委会）发布
2017年健身场所消费者体验式调
查报告，公布了健身场所的广告宣
传、卫生情况、健身设施、教练素质、
安全保障、费用收取等7方面的调
查结果。市消委会建议消费者，细
读协议条款，留存签约凭证。

据了解，市消委会共选择45家
健身场所开展体验式调查，完成有
效问卷45份，一对一访问问卷502
份。结果显示，大部分健身场所经
营良好，但仍存在消费者未签订书
面合同、合同内容不规范、工作人员

讲解不到位等问题。
当发生健身纠纷时，合同是消

费者维护自身权益最有力的证据。
调查中发现，有5家健身场所无书面
合同。在签订合同时，部分健身场所
工作人员仅将合同文本传给消费者，
未详细讲解内容，从而使消费者遭
遇纠纷时无法保障自身权益。调查
显示，18%的消费者没有仔细阅读
过健身合同内容，12%的消费者表
示工作人员没有详细讲解合同。

对此，市消委会建议消费者
在办理健身卡时要签订书面合同
并认真阅读其内容，同时留存签约
凭证。

健身场所存在哪些问题？市消委会建议——

消费者办卡之前先细读合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近
日，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队员
郭琳娜代表我市广大“雷锋的士”司
机，参加了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演讲汇报。

郭琳娜汇报了市“雷锋的士”
志愿服务队一年来积极广泛参与
公益志愿活动的丰硕成果：“雷锋

的士”志愿参加春运突击“温暖回
家路”；义务帮扶助考“温暖高考
路”；敬老孝老“温暖老人心”；扶助
贫困儿童“爱心伴成长”；志愿献血
助残服务“奉献社会”。志愿者娓
娓道来的一个个精彩故事赢得了
评委对我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
的高度赞扬。

“雷锋的士”参加首届
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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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别以为打
疫苗是孩子的事情，成人打疫苗也是
一种趋势。11 月 22 日，我市首家成
人预防接种门诊落户重庆大渡口区
万家燕鸿源医院，可接种四价 HPV
宫颈癌疫苗、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等
多种成人疫苗。

据了解、我市大部分接种门诊主要
服务对象是新生儿至14岁以下儿童，而
专业化的成人预防接种门诊一直是空
白。在全国，也只有北京、深圳等一线城

市开设有成人预防接种门诊。
“事实上，除了儿童，成人也可以接

种疫苗。”该院成人预防接种门诊负责
人黄莉介绍，比如机体抵抗力较低、容
易感冒的人群，在流感流行季节前，应
接种流感疫苗；容易反复上呼吸道感
染、中耳炎的人群可考虑接种肺炎疫
苗。

除了流感疫苗、肺炎疫苗，该成人预
防接种门诊还能接种四价HPV宫颈癌
疫苗。四价疫苗主要针对16型和18型

人乳头瘤病毒，可以预防约70%宫颈癌
的发生。另外，还可以同时预防两个导
致尖锐湿疣的低危亚型6型和11型，适
用于20岁至45岁女性。

黄莉提醒，市民接种应到经县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有合格资质和专
业技术人员的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在接
种前要向医生告知有无发热、腹泻、咳
嗽、惊厥等症状及心、肝、肾脏等疾病，如
接种后出现了高热、抽搐、荨麻疹等反
应，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重庆首家成人预防接种门诊落户大渡口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市委组
织部、市人社局、市公务员局11月 21
日发布公告称，我市计划面向全国高
校选调 500 名 2018 届应届全日制普
通高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到
基层工作。其中选调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毕业生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一
流学科专业毕业生 200名，其他毕业
生300名。

有意报考者可于2017年 12月 15
日10∶00至12月23日17∶00登录重庆
领 导 干 部 考 试 网（www.cqleaders.
com）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考申请。笔
试时间初定于2018年1月13日，在重
庆市主城区统一设置考点。

据了解，新录用人员试用期 1
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办理公务
员任职定级手续；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资格。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
关系在乡镇（街道），且须在乡镇（街
道）工作 2 年以上，博士研究生关系
保留在区县级机关，挂任区县乡镇
（街道）副乡镇长（副主任）。其中在
区属乡镇（街道）挂职的博士研究
生，挂职 3 年后表现优秀的，可转为
任职；在县属乡镇（街道）挂职的博
士研究生试用期满后，表现优秀的可
转为任职。

选调生在乡镇（街道）工作2年后，
可参加市级和区县级机关公务员公开遴
选；对工作表现突出、符合条件的，可及
时提拔、重用或列入后备干部名单进行
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可享受所在区
县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我市面向全国招录
500名选调生

12月15日开始报名

11 月 22 日，
重庆市大足石质
文物保护中心，由
国家文物局主办
的 2017 年石质文
物保护修复技术
培训班在此进行
实习培训，来自全
国 17 个省市的 22
位文物保护工作
者学习了大足石
刻的保护经验。

该保护中心
由中国和意大利
两国合作打造，也
是中国南方石质
文物保护基地，为
巴蜀地区乃至全
国石质文物保护
培养输送人才。

特 约 摄 影
罗国家

17省市文保人员大足取经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22
日，为期 3天的重庆市 2018 届高校毕
业生大型就业双选会在陈家坪展览中
心拉开帷幕，设国有大中型企业专场、
中小企业专场、医药卫生专场。在首
场举行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专场上，有
约300家用人单位进行了招聘，为揽才
各企业纷纷抛出诱人条件，如出国游、
探亲假等，还有企业甚至将月薪增加
了40%。

为揽才有企业月薪
增加40%

据了解，2018年重庆市有毕业生的
高校为65所，毕业生共22.2万人，比去
年增加近7000人。其中，研究生毕业生
1.7万人，本科生毕业生10.9万人，专科
生毕业生9.6万人。

“近年来重庆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
上涨，但今年经济形势向好，企业用人需
求量较大。”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指
导中心主任余跃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此
次来国有大中型企业专场进行招聘的用

人单位比去年增加了50家，工作岗位也
增加了约2000个。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机械制
造、建筑、电子信息等行业招聘的岗位数
不少。如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
司旗下的十余家企业当天组团前往招
聘。不少企业为招揽人才，还提高了薪
资待遇。

“我们今年招聘的人数比去年增加
了约20%。”重庆川仪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招聘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此前企
业去部分大学招机械制造、自动化专业
的学生，但一些学校整班的学生都已签
约。目前企业针对优秀的本科生以及研
究生都提高了待遇，本科生月薪约6000
至 10000 元，研究生约 7000 至 12000
元，比以往提高了约40%。重庆川仪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晶体科技分公司负责
人也表示，公司今年招人提高了待遇。

“以前研究生的年薪大约10万元，现在
我们提高到了14万元。”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为揽才
各企业纷纷抛出诱人条件，不少企业还
列出了出国游、探亲假等诱人条件。

战略新兴行业人才
需求较旺盛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除机械制造、
建筑等行业人才需求量较大外，互联网、
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行业
的人才需求也比较旺盛。

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招聘
负责人介绍，随着重庆交通建设的发展
以及公司在外地业务的拓展，企业很重
视相关人才储备。“公司除了招收重庆交
通大学等本地高校的毕业生外，兰州交
通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等外地大学生
也很乐意来重庆发展。”该负责人表示，
不仅去外地读书的重庆大学生愿意回家
乡，外地的大学生也愿意来重庆。

不少外地企业也纷纷来渝招聘。重
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企业来重
庆开设了分公司，加大人才招聘力度。
如在北碚新建的重庆京东方智慧电子系
统有限公司，将于2018年3月正式生产，
此次仅技术管理等岗位就抛出了 50
个。“全厂需要5000名职工，工人不在此

次招聘的范畴。”该企业招聘负责人说。

大学生需加强吃苦
耐劳精神

上海一家软件公司今年2月也来到
重庆开设分公司，此次抛出手机测试、自
动化测试等17个岗位。但该企业招聘
负责人有些遗憾地表示：“目前互联网领
域的市场很大，尽管80%的高校都开设
了计算机专业，但培养出的学生距离企
业的需求还有差距。”

也有企业负责人表示，尽管企业需
要用人，但发现一些毕业生并不符合企
业要求。“有的学生甚至宁愿啃老也不愿
意就业。”该负责人表示，新一代大学生
吃苦耐劳的精神有待加强。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学生
确实不太愿意去工厂工作。“我们不太想
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喜欢自由度更大
的工作。”现场一位大学生说。

23日、24日，陈家坪展览中心还将
分别举行中小企业专场、医药卫生专场
的高校毕业生双选会。

重庆市2018届高校毕业生大型就业双选会开幕

众企业纷纷抛出诱人条件

“上善若水，利国利民。坐拥重庆核心区
域的渝北，‘两江三河’环绕，内湖水库星罗棋
布，丰富的水资源滋润出一方沃土，养育着百
万生民。”日前，由渝北区水利局编撰的《渝北
区水利概论》一书，正式由河海大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该书内容丰富，理论与实践并重，集
知识性和实用性于一体，既可作为水利培训
教材，也可作为水利工作者的参考书，填补了
渝北水情专著的空白，对全面了解和指导渝
北水利建设与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了解，为全面贯彻落实水利发展规划
和国家水安全战略部署，抓住“十三五”水利
改革和发展的大机遇，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渝
北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水利管理和公
共服务水平，渝北区水利局组织广大干部职

工，历时近一年时间编撰完成本书。初稿形
成后，编委会又征求了有关水利专家意见，并
多次组织专家讨论，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最
终修改定稿。

《渝北水利概论》全书分为14章：第一章概
况，简述了区域定位、基本情况、发展现状、水利
概况等；第二章至第十三章分别从水资源水环
境、防汛抗旱、水利基础设施、农田灌溉、城乡供
水工程管理水力发电、后期扶持等各个方面，分
章节进行了详细介绍；第十四章为渝北区重要
河流情况；附录以图表形式为读者提供了全区
部分水利行业基本信息。该书从对渝北水利
基本现状工作流程的介绍到渝北水利工程前
期工作建设、管理等各个阶段专业知识的阐述，
其涉及面较广覆盖面较全。

近年来，渝北区水利改革发展取得了显
著成绩，但在向全社会普及水利知识、进行水
情教育方面，却一直存在空白。“编撰《渝北水
利概论》是为了提高渝北水利工作者的专业
素养，并为全社会了解渝北水利工作打开的
一扇便捷的窗口。”渝北区水利局负责人说，
该书既有详实的渝北水文历史和数据，又有
水利专业的基本知识，并以丰富的图表生动
展现了渝北水利建设管理的管任务目标，通
俗易懂而又不失专业性，是水利工作者不可
多得的一本案头书。

据了解，本书出版后，渝北区水利局计划
开展形式多样的向机关、学校、社区赠书活
动，促进全区水情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

黄晓梅

《渝北水利概论》出版发行 填补渝北区水情专著的空白 人民法院公告
2017.11.23

鄢大彬：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城投公租房建设
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向光平、涂定坤：本院受理的原告余德伟诉被告
甘性国、向光平、涂定坤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0109
民初41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伟中：本院受理张友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作出（2017）渝0109民初5085号民事判
决书。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王涛、重庆好酒不见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卢
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作出（2017）渝
0109民初46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
王涛、重庆好酒不见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在本院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卢红归还借款
45000元。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张居淑：本院受理姚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作出（2017）渝0109民初430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由被告张居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对借款人王仕强向原告姚强负有的归还
借款本金294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94000元
为基数从2016年9月13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
算至款项付清为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莫明建、莫明珍申请宣告莫明生死亡
一案，经查：莫明生，男，汉族，1960年4月5日
出生，原户口所在地重庆市北碚区白沙沱12
号，公民身份号码为 510215196004052119。
下落不明已满二十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望莫明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重庆
金杯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被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7年11月6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重庆
金杯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出票日期
为2017年3月3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9
月30日，出票人账号为390101040026324，收
款人账号为31070201040004227，票据编号为
31300052/26654833，金额为5万元的银行承
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
重庆金杯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人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