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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等你投票
“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什么问题就强力整治什
么问题！ ”2 月初，我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
“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 通过开展“大梳理、大
走访、大调查、大征集”活动，20 个群众最关心、最希
望市委市政府解决的问题被纳入市级整治工作备
选范围。 即日起至 4 月 7 日，欢迎广大市民对以下
20 个问题进行投票，按得票多少选出 15 个问题，提
交相关会议审定后，将确定 10 件事作为 2019 年重
点整治内容。
“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活动建议整治事项

1、社道路维护不到位、防护措施缺乏问题
2、场镇缺少公共厕所，垃圾清运不及时、不彻
底问题

3、机动车乱停乱放，电瓶车、三轮车、摩托车不
遵守交通规则问题
4、农村安全饮水问题
5、医疗报销程序繁杂问题
6、学校老师有偿补课问题
7、针对老年人售卖保健食品药品，虚假宣传、
欺诈消费问题
8、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问题
9、农村电视、电话网络信号差问题
10、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11、城区灰尘大、噪音大问题
12、安置房建设进展缓慢，政府补贴到位不及
时问题
13、农村卫生室条件简陋，药物配备不齐，医生

精彩纷呈 魅力车展

达州市春季惠民车展即将启幕
4 月 19 日至 21 日， 由重庆猪八戒网
络有限公司（ZBJ.COM）独家冠名的达州市
2019 春季惠民车展暨第六届汽车文化节
将在达州市莲花湖湿地公园巴山大剧院
前广场（莲花湖广场）盛大召开。 记者从主
办方获悉，此次活动不仅有车行的让利促
销，还有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参与者可
获神秘大礼。
涂画风筝 释放你心中的美
据车展活动负责人介绍， 他们特意设计了
“涂画风筝 释放你心中的美”主题活动，旨在通
过亲手绘画的方式加强亲子之间、家庭之间和朋
友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即日起到 4 月 21 日车展
结束当天， 有意参加的朋友都可通过少儿艺术
团、组委会和现场报名等多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
活动中来。
绘画涂鸦的主题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庆祝建
国 70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以科幻未来为主题
的“小小梦想家——
—加油向未来”，还有以我们美
丽达州为主题的“美好达州美好家园”等多个主
题，可供选择。 最后凡是参与其中被评选出来的
优秀原创作品，主办方不但会发放证书，还送上

神秘大礼一份。

放风筝大赛 等你来参加
由于本次车展的举办地点选在了达城美丽
的莲花湖广场，针对这个特殊的办展地点，主办
方也特别设计了“
放飞你的梦想”放风筝大赛。
参与这项活动的参展观众，既可以选择用自
己亲手制作的风筝参加比赛，也可以现场购买成
品风筝参与比赛；既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也可
以与朋友组队参加。 此项活动的评判标准也十分
简单，只要在既定时间内，谁的风筝放得最高，谁
就能获得最后的大奖。

抽奖活动 奖品超出你的想象
据悉， 此次车展除了上述的亮点活动外，还
一如既往的延续了前几届的车模走秀、劲爆歌舞
等精彩活动。
每届车展最受市民朋友们期待的车展大抽
奖环节依旧不会缺席。 而据活动主办方透露，此
次车展活动， 到场的市民均可免费领取抽奖券，
除有机会领取电视机、精品美酒、幸福大礼包外，
还有神秘大礼，在活动当天揭晓。
心动不如行动，4 月 19 日让我们相约莲花
湖，一起参与精彩活动，共享神秘大礼吧！
（达州新报全媒体记者 郑格）

不固定问题
14、过度治疗、检查及药品费用高问题
15、基层干部作风不实、“
微腐败”问题
16、房屋改造、生活救助等政策性补助到位不
及时问题
17、占道经营问题
18、养老机构数量少、品质差问题
19、出租车运营不规范问题
20、部分区域天然气开通不及时、收费不规范
问题
市民可登陆达州市广播电视台【达州观察】APP、
达州日报社【掌上达州】APP、达州发布、达州网、凤凰
山下论坛参与投票。 投票时间：2019 年 3 月 25 日
至 4 月 7 日 投票范围：全市党员干部和群众。

清明小长假来临之际，我市公安、消防、
交通、民政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倡议，请市民
们在祭祀、旅游时移风易俗、文明礼让。
据介绍，今年清明小长假，预计市民出
游人数将达到 40 余万人次， 全市各地将迎
来群众集中祭祀的高峰期。 各地民政部门、
各殡葬服务单位将建立健全安全保障机制，
完善清明祭扫应急预案， 切实加强与公安、
消防、交通、林业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形成合
力，全面实现
“
平安清明”的工作目标。
近年来， 民政部门大力倡导移风易俗，
希望市民开展鲜花、网上等文明祭祀方式寄
托哀思。 另外，全市每年向社会免费提供节
地生态穴位 103 个，市民可向各殡葬服务单
位咨询具体相关事宜。
同时，小长假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队伍
将紧密结合清明节火灾特点，重点排查重点
区域、重点场所、重点单位火灾隐患，做好执
勤备战、灭火救援、消防宣传等工作。 各地消
防部门将联合民政、文物、旅游、宗教等单
位，以公墓、陵园、寺庙等祭祀场所及周边文
物古建筑、旅游风景区、商场市场等公众聚
集场所为重点， 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
发现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坚决依法
查处；对辖区内组织的大型祭拜活动，提前
检查祭拜场所，督促主办单位落实消防安全
措施；指导乡镇管委会和公安派出所，加强
对祭祀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严防祭祀活动
遗留火种引发火灾。
市民在祭祀时， 应到指定区域进行焚
香、烧纸，同时注意遮风挡风，避免燃起的纸
烛乱飞，引起火灾，切勿在山区、树林、草坪
等场所燃放烟花爆竹、焚烧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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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达州市分中心关于旗舰店代销者招募的公告
达州市社会各界人士：
根据《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旗舰店建
设及管理办法（试行）》文件，我中心积极推进旗
舰店的建设，采用自建他营的模式，遵循公开公
正、规范透明、从优选择的原则向社会招募旗舰
店代销者。 现将旗舰店代销者招募公告如下：
一、旗舰店地址
分中心拟在宣汉县巴人广场设立福彩旗
舰店1个。
二、招募条件
1、25周岁-45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个人。
2、高中及以上学历；
3、能熟练掌握基本的办公软件和社交软件；
4、有从事福利彩票销售相关经验者优先，
但现有投注站的机主及销售员不得参与竞聘。
5、有与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6、 近五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和不良商业
信誉记录。
（1）需出具当地派出所或社区无刑事处罚

记录证明。
（2）需出具近一年个人征信报告。
7、 非四川省福利彩票系统员工及其近亲
属。若四川省福利彩票系统员工及其近亲属取
得旗舰店代销资格的，一经核实，取消代销者
资格，并全额扣除代销者诚信保证金。
三、评选方法
1、采用综合评分法。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
合的方式， 其中笔试成绩占总分权重的60%，
面试成绩占总分权重的40%。
2、评分项目及标准。 笔试：50道彩票基础
知识试题，包括彩票知识、游戏知识、玩法知识
等，代销者在规定时间内作答，每题2分，满分
100分。
面试：考评小组提出彩票相关问题，根据
代销者阐述评分，包括语言组织能力、思维逻
辑性、应变能力、肢体表达能力等，每项25分，
满分100分。
四、经营旗舰店的优势
1、分中心与房屋产权拥有者签订不少于4

年的长期租赁合同。 租赁期内，分中心第一年
承担当年租金比例为80%，第二年起，每年承
担比例均为75%，且分中心承担全部租赁期间
产生的税费。
2、 分中心按标准完成旗舰店装修及辅助
销售设施购置。
五、申报注意事项
1、 代销者按分中心要求添置经营配套设
施，如电脑、打印机、饮水机、空调、监控设备等。
2、代销者除向分中心缴纳投注机1.5万元
押金外，还需缴纳3万元诚信保证金。
3、代销者自获得代销经营权后，第一年承
担当年租金的20%，以后每年承担当年租金的
25%，代销者不承担租赁期间产生的税费。
4、 代销者自行承担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
物管费、清洁费、水电费及其他因代销使用依
法承担的费用。
5、 代销者自行承担在经营过程中所需要
的周转资金，包括2万元即开票周转资金。
6、代销者除签订代销合同外，还应做出书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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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承诺。 代销者只能在店内销售福利彩票，不
得搬迁、改变经营性质，不得过户、转让、转租
或变相转让、转租、转借。
8、原则上坚持谁申请谁销售的原则，不得
人机分离。
9、代销者签署销量保证书。分中心将以销
量为主要考核指标， 制定旗舰店管理考核办
法，将旗舰店的考核纳入投注站考核体系。
六、报名时间及地点
1、招募时间：2019年4月1日-8日
2、报名时本人带上相关证件：(1)当地派出
所或社区无刑事处罚记录证明；(2)出具近一年
个人征信报告；(3)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于2019
年4月8日17点前交到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达州市分中心综合科。
3.联系电话：
向小姐 0818-2535125
黄先生 18881831832
4、地址：达州市西外金龙大道棕榈岛
2-2-1达州福彩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