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丹阳市汇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10 名，男女不限，
20-35 岁，中专以上学历，有驾
照，能熟练驾驶，具有良好的语
言表达和沟通能力，有较强的服
务意识，能吃苦耐劳。
●汽车服务顾问：2 名，男女不
限，20-35岁，中专以上学历，有
驾照，能熟练驾驶，负责售后前
台的接待服务工作，有较强的服
务意识.。
●仓库管理员：1名，精通汽修行
业，对汽车配件有了解，有 4S店
仓管经验者优先。

●汽车修理工：5 名、学徒 5 名，
具有学习意识，能吃苦耐劳，有
团队协作精神，有汽修经验者优
先。
薪资待遇：面议。工作时间：上
午 8：15-12：00 下午 1：
30- 5：00
转正后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制度，
缴纳5险，单休。
联 系 电 话 ：0511-86565577
15906108899 李经理
联系地址：丹阳市开发区齐梁路
（东方会馆南侧）

圣象强化地板工厂
●操作工：10名，两班倒，男，年
龄 18-45 岁，吃苦耐劳，身体健
康，能胜任 12 小时倒班，月薪
3500-5000。
●储备干部：10名，男，大专及以
上，前期3-6个月一线12小时轮
岗倒班，考核合格后分至各辅助
岗位，月薪3000-4500。
●家居设计师：1名，长白班，双
休，男女不限，年龄 18-45岁，本
科，设计相关专业，有设计作品，
月薪4500元左右。
以上岗位一经录用，缴纳五险，
提供住宿，有餐补及各项节日福
利。
电话：0511-86230552

18021229683 杨曙

丹阳吉美鞋业
●文员：4名，具体面议。
●生产线普工：若干名，具体面
议。
联系电话：13357773309朱小姐
联系地址：中北学院南大门斜对
面。

江苏建丰装饰纸有限公司
●技术操作工：男性，38 岁以
下，12 小时两班倒，单休，综合
工资 3500-4300，缴纳五险，免
费食宿。
●质检员：女性，45 岁以下，12
小时两班倒，单休，综合工资
3500-4300，缴纳五险，免费食
宿。

●化验分析员：1名，35岁以下，
中专以上学历，八小时制，单休，
工资 2800左右，缴纳五险，免费
食宿。
地址：长湾西路 12号（大泊农商
市场对面）
联 系 方 式 ： 梁 先 生
051186227195/13778068827

江苏海一比真光学镜片有限公司
●检验员：6 名，3500-4000 元/
月，女性，40岁以下，身体健康。
● 合 模 工 作 人 员 ：4 名 ，
3500-4000元/月，女性，40岁以
下，身体健康。
● 仓 库 工 作 人 员 ：3 名 ，
3500-4000 元/月，女性 40 岁以
下，身体健康。
● 车 间 工 作 人 员 ：4 名 ，

4000-5000元/月，男性，40岁以
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无工作经验亦可，有专人指导上
岗，每天提供工作餐，交五险加
意外险。
工 作 时 间 ：周 一 至 周 六 ，7：
40-17：00
联系人：史经理 15996838773
联系地址：珥陵镇护国路

丹阳市金晟医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化验员：1 名，大专及以上学
历，化工及相关专业，可应届毕
业生。
●设备技术人员：1 名，大专及
以上学历，机械及相关专业，会
CAD绘图，有经验的优先，薪酬
面议。
●电工：1 名，有工作经验的优
先，薪酬面议。
●冲切工：2 名，男女不限，8 小
时两班倒，计件工资3500以上。
●清洗工：1名，男性，40-55岁，
8小时两班倒，月薪2700以上。
●蒸煮工：2 名，男性，10-12 小

时两班倒，月薪 4000--4800 左
右。
●净化工：2名，男女不限，长白
班，7-19 点，计件工资，4000 以
上。
公司免费提供住宿，白班提供免
费工作午餐，中、晚班提供餐费
补助。
公司地址：丹阳市西门朝阳桥往
司徒方向丹伏路段（万新光学隔
壁）
联 系 电 话 ：0511-86553318
18021496959 （ 洪 女 士 ）
18362001271（刘小姐）

金螳螂装饰
●设计师：3 名，45 岁以下，3 年
以上家装设计经验，能很好的把
控设计主题和风格，精通家装施
工工艺。年薪10万以上。
●工程管家：5名，45岁以下，工
作认真、踏实、有原则性，有较强
沟通协调能力，有良好团队合作
精神及服务意识，有家装施工现
场管理经验，熟知家装行业施工
验收质量标准及规范。年薪 8
万以上。
●客户经理：5名，45岁以下，男
女不限，有较强沟通表达能力，
有亲和力，熟悉家装营销流程及
细节，熟悉家装业务，有较强市
场分析、营销和推广能力，有地
产销售经验者也可。年薪 10万
以上。
●施工班组：10 组，50 岁以下，

10 年以上家装施工经验，有稳
定施工队伍，有良好的团队精
神，有在大型家装公司施工经
历。
软装顾问：1名，大专学历，设计
相 关 专 业 优 先 ，女 性 ，年 龄
25-40 岁之间，已婚已育为佳，
亲和力强，最少 2年以上相关行
业如装饰、家具、窗帘行业设计、
销售经验，年薪3-10万
以上岗位单休，五险一金。
请有志于金螳螂事业者，将简历
发至指定邮箱。
简历投递 QQ：499484780@qq.
com
地址：丹阳市金陵路 110 号（老
森林家具）
电话：13775506060（王经理）

丹阳颐和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2名，35岁以下，月薪面
议。
●研发：1名，35岁以下，有化验
室经验，月薪3600元。
●操作工：3名，35岁以下，男女
不限，月薪3600元。
●机修工：2名，35岁以下，5年
经验，月薪面议。

常白班，试用期一个月，转正后
交五险，公司实行单休、8 小时
工作制，每年一次旅游+年终
奖！
联系人：史军（13852968869）
联系地址：丹阳练湖（西门海达
家俱旁）

康成未来智能家具
●销售内勤：2 名，男女不限，
20-40 周岁，能熟练操作 word、
Excel，做事认真负责，团队意识
强，有此岗位经验者优先。
●来料检验员：1 名，男女不限，
20-45周岁，主要负责对原材料、
部件的确认与核查，保证入库前
的质量。
●成品检验员：2 名，男女不限，
20-45 周岁，需严格执行成品的
检验标准，对不合格产品督促返
工处理，并进行有效控制。
●生产线长：2 名，执行能力、条
理性强，根据订单合理安排生产
线工作。
●注塑工、装配工：若干名。
联系电话：18652810260谭小姐
地址：朝华模具城（大力神西侧）

江苏阳澜科技有限公司
●线束制作工：50人，要求无色
盲。薪资待遇：4000-5000 元/
月，公司缴纳保险。
地址：丹阳市丹北镇新桥长春工
业园
联系电话：15005290415 顾先
生

●仓库管理员：2名，女性，30岁
左右，丹阳本地人，高中以上学
历，薪酬 2500 左右，缴养老、医
疗，有意向者可来我公司实地考
察。
工作地址：练湖工业园旺湖路
（莲湖面粉厂后面）
联系电话：86542999 徐先生

江苏友和工具有限公司

丹阳市政协因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办公室工作人员1名。为确保招聘工作

顺利进行，本次招聘委托市人社局人力资源培

训中心组织完成。（详情请见丹阳培训中心网）

本次公开招聘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

1.报名时间：2017年11月2日；

2.报名地点：丹阳市人力资源培训中心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云阳路32号

（丹阳市人才市场二楼招聘大厅）。

丹阳市政协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丹阳开发区吴良材眼镜店
●销售顾问：20 名，19 周岁-35
岁，工作积极主动，普通话标准，
五官端正，谈吐自然反应灵活快
速，沟通自然流畅，思路清晰，强
烈的销售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有无经验均可；
●加工师/验光：各 2名，男，2-3
年工作经验，做事认真负责，有
责任心，耐心细致，吃苦耐劳，积
极向上，对加工专业有兴趣；
●收银员：1名，有工作责任心，

遵守公司的相关制度；每日按规
定时间到公司财务交清前一天
的营业报告；按时到岗，做好营
业前的准备及清洁工作；
本公司提供住宿，月休四天，转
正后交四险，享有全勤奖、年终
奖、节假日各项福利、年假、国外
游等
联系人：孙女士

18051275363

江苏朝阳印务有限公司

●糊盒辅助工：4名，有一定企业
工作经验即可。
●胶印副手、学徒：各 2名，有意
向 从 事 胶 印 工 作 ，工 资
3500-5000。
●出纳：1名，有相关财务经验优

先，应届生要有强烈学习意愿。
●跟单员（销售内勤）：1名，有跟
单经验优先。
联系人：陈先生 13511684466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普青路 668
号（东青村委会东）

印刷企业
招聘

诚聘胶印机长 2名月薪 6500元，副手 2
名月薪4000元；制图、烧饭、门卫各一名，另
本厂有厂房 8000 平方出租。联系人：袁女
士1380610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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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汉当街挥刀乱舞 民警徒手夺刀救人
本报讯 “真是太感谢民警

同志那天挺身而出，不然后果难
以预料……”13日上午，访仙镇
村民潘某将一面写有“危难之时
显身手 赤手空拳夺砍刀”的锦
旗送到了市公安局访仙派出所，
并对该所民警王建荣的英勇之
举感激不尽。

原来，10月3日下午2时许，
访仙镇村民刘某在家中饮酒后，
驾驶无照三轮摩托车外出。当
车子行驶至访仙镇东洋桥附近
时，他突然借着酒劲，拦截过往
车辆不让通行，还无故谩骂、殴
打路人。接到报警后，访仙派出
所值班民警王建荣迅速带队赶
至现场处置。在现场，尽管民警
王建荣极力劝说，但男子刘某仍
然情绪激动，叫嚣谩骂，无视劝
阻。双方僵持了约 5分钟后，刘

某突然从其驾驶的三轮摩托车
上拿出一把砍刀，嘴上还喊着

“我要砍死你”“你们一个也逃不
了”。

见情况危急，王建荣赶紧组
织疏导围观的群众，继续与刘某
交流，安抚其情绪，尽量限制其
活动范围，同时向派出所呼叫增
援。王建荣一边安抚、劝说刘某
放下砍刀，一边伺机夺刀。不
料，王建荣的这一想法被刘某发
觉。顿时，刘某手持砍刀突然跑
出民警的控制范围，追砍在一旁
围观的村民潘某，为避免群众受
到伤害，王建荣随即跟着追出50
多米。见刘某持刀欲砍潘某，王
建荣来不及多想，立即冲上去，
牢牢抓住刘某的手，并夺下砍
刀，将双方隔开，成功避免一起
血案发生。

10余分钟后，增援警力到达
现场，成功控制涉嫌酒后驾车、
寻衅滋事的嫌疑人刘某。所幸
民警王建荣闪夺砍刀，潘某仅鼻
子受皮外伤，不然后果不堪设
想。在场群众纷纷为民警王建
荣点赞，“关键时刻，还是你们民
警冲得上去！”而获救村民潘某
对民警王建荣的英勇之举更是
感激不尽，13日上午他将一面写
有“危难之时显身手 赤手空拳
夺砍刀”的锦旗送到访仙派出
所。面对鲜艳的锦旗，王建荣却
说：“其实也没啥，当时那个情
况，无论哪个民警在，都会冲上
去夺砍刀的。群众处在危险境
地，我们不上，谁上？”

目前，刘某已被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王国禹 张斌）

花季女孩离家出走
民警及时热心救助

本报讯 15日，珥陵派出所
民警及时救助一离家出走女孩，
确保了她的人身安全，受到女孩
家人的称赞。

15日上午9时许，珥陵派出
所民警王也、辅警徐超忠等人巡
逻到该镇镇南路附近时，发现路
边坐着一名女孩，看上去神情有
些呆滞。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民警猜测女孩很可能迷路了。
随后，民警将女孩带回派出所，
给其端上热茶，并买来面包充
饥。通过数小时的耐心沟通，女
孩告诉民警自己姓王，徐州人。
民警随即运用各种手段，通过多
方查询，查明女孩的确名叫王
某，徐州新沂人，系南京某大学
学生，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暂时

休学在家。于是，民警设法和其
家人取得联系。

当天下午，女孩的母亲王书
香获悉女儿的下落后，匆匆赶到
珥陵派出所。看到女儿安然无
恙，顿时热泪盈眶，几度哽咽。
王书香告诉民警，11日上午，因
家人看管时疏忽大意，女儿离家
出走。发现女儿不见后，家人及
亲戚都四处寻找，并在当地电
台、报社、各类网站社交平台刊
发“寻人启事”。可是，经过几天
寻找，始终不见女儿踪影，家人
焦急万分。

随后，王书香带着女儿踏上
了回家的路，并对民警的热心救
助再三表示感谢。

（王国禹 孙晓雄）八佰伴北门处窨井盖破损
水务集团：定制窨井盖一到，马上修复

本报讯 昨日上午，热心市
民王先生来电反映，城河路八佰
伴北门附近非机动车道上一个
窨井盖破损，有个很大的洞，对

于过往市民造成很大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修复。

在八佰伴北门处，记者看到
了这个破损的窨井盖，上面的破
洞的确有些大，而这段路处于市
中心地段，人流量相当大，存在
很大安全隐患。记者随后联系
市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个窨井盖并非是常规窨井盖，
需要定制，所以需要一定的时
间。“上周五接到市民的报修电
话后，便立刻联系相关厂家进行

定制了。”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曾第一时间在破损的窨井盖
上放了一个圆锥形的警示柱，可
能是因为妨碍到市民通行，所以
被挪走了。他们将再放一个圆
锥形警示标志在窟窿上，希望市
民暂时克服一下，不要挪走，等
定制的窨井盖一到，他们将立刻
进行修复。

截至记者发稿时，水务集团
已经在该处重新设置了警示标
志。（小茅 文/摄）

14 日下午 1 时许,有市民
在法院附近捡到一只哈士奇
后报警，和平桥派出所民警赶
到现场将狗带回所里看管，同
时在周边小区寻找其主人，但
截至15日傍晚时分，民警还未
找到哈士奇的主人。民警希
望狗的主人或知道线索的市
民，能拨打 110 与和平桥派出
所联系。（国禹 张斌 摄）

图片新闻

牙齿缺失用烤瓷牙代替
却饱受折磨

今年52岁的李先生，在商场上
打拼多年，由于年轻时患上严重的
牙周炎，而当时自己正处于事业的
关键时期，无暇顾及牙齿问题，以为
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牙齿
陆续松动脱落。李先生这才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选择了烤瓷牙
修复。但没承想还没用上两年，上
下两排烤瓷牙都出现了问题，修复
的牙龈部位发黑，还经常肿痛。吃
东西什么的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水果我要削成很薄片，一片一片吃，
实在想吃点肉什么的都是稍微嚼
两口，就“囫囵吞枣”式的吞下去
了。长期如此，李先生整个人的健
康状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看上去
无精打采。眼看着自己最后的战
线都保不住了，李先生这才决定要

来个彻底改变，打赢这场“牙齿保卫
战”。通过查阅资料他了解到种植
牙是目前修复牙齿缺失的最好方
式。在身边朋友的推荐下，他选择
了专业口腔机构雅尔美口腔。

种植牙让缺牙重“生”
活出健康幸福晚年

雅尔美口腔首席种植牙大师钟
飞主任亲自接待了李先生，钟主任
介绍，由于李先生长期戴的是金属
烤瓷牙冠，因为其化学性质不稳定，
金属离子容易游离出来，沉积于和
烤瓷牙临近的牙龈或牙根硬组织，
使接触部位的牙龈发黑。这是导
致做烤瓷牙牙龈发黑的主要原因。
李先生的牙槽骨也因此发生了萎
缩。根据这种情况钟主任制定了
利用纯韩微创无痛即刻种植技术
修复牙齿的方案。

经过口腔三维CT详细的断层
检测，得到的精确口腔结构和牙槽
骨数据，在钟主任的妙手操刀下，不
到一个小时李先生缺失的六颗牙
齿就重新站在了嘴里。整个人又
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完全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怕，
一点都不痛，看到一口整洁的牙齿
我整个人感觉非常舒畅。当天晚
上我就吃了一大碗排骨汤，好久没
有这么畅快地吃东西了。”种牙后的
李先生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满脸
欢颜，大赞钟主任种牙神技！

纯韩微创无痛即刻种植牙
一小时轻松解决缺牙困扰
雅尔美口腔钟主任介绍说：“雅

尔美的纯韩微创无痛即刻种植牙
技术避免了传统种植技术需要把
牙龈切开，牙肉翻开之后进行植入
的复杂程序，它是微创的不翻瓣的
技术，恢复快、无痛，而且精准，整个
手术时间大大缩短，这个手术只用
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而且效
果非常完美。纯韩微创无痛即刻
种植牙技术针对东方人群的口腔
环境和牙骨特性精研的经典技术，
具有显著的“快、准、精、微、完美骨
融合”特性，被世界口腔界称为“最
适合亚洲人群的缺牙修复方式”。

据了解，自雅尔美口腔登陆丹
阳以来，凭借专业的技术和温馨的
服务受到了丹阳缺牙市民的热捧，
雅尔美率先把口腔数字化种植理
念带入丹阳，拥有镇江地区第一台
西诺德口腔CT，在计算机系统指
挥下，可以根据顾客的口腔CT曲
面数据自动形成精确的三维口腔
图像，精确地测量出传统X光片所
无法测量出的牙槽骨的质和量、以
及牙骨高度、宽度、张口度、咬合状
况、耐受度、面部线条等数十项口腔
数据，针对这些数据设计完美的种
植方案。

雅尔美纯韩微创无痛即刻种植
系统还可以将患者数十项的精准
测量的口腔数据上传到集团数据
库，与亚洲40多个国家人体口腔数
据进行精准比对，快速匹配出最佳
种植模型，使得牙齿缺失多年、牙齿
半口缺失、全口缺失、长期佩戴假
牙、患牙周炎多年导致牙槽骨严重

吸收等疑难植牙患者都可以实现
完美种植，倍受缺失牙市民热捧。

无痛种植引领技术革新 打赢口腔健康保卫战

毕业于吉林大学口腔医学系，曾
赴美、韩、上海、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
腔医学院多次学习口腔种植技术，在
市内率先开展口腔种植外科手术和
种植修复，擅长上颌窦提升术、骨移
植术、骨挤压术及骨劈开术，擅长无
痛拔牙，现代根管治疗技术，口腔粘
膜病的诊治，各种口腔颌面外科手
术，各类活动义齿，固定义齿，青少年
及成人正畸治疗；尤其擅长前牙的美
容修复、磁贴面、嵌体、疑难全口义齿
修复、固定式咬合重建、各种精密附
着体、磁性附着体、套筒冠覆盖义齿
修复、种植修复及种植支抗正畸治疗
技术。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十
余篇，主持镇江市科技局课题一项、
江苏大学课题一项。

钟飞 医疗总监●
★副主任医师
★口腔美容主诊医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口腔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百名医德标兵
★镇江市十大医德标兵
★镇江市劳动技术创新能手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牙齿就容易受损脱落，一项对于镇江50岁以上中老年人口腔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85%的中老年人存在牙周病、残根、牙列缺损等口腔问题。而
牙齿一旦缺失，就会影响正常的进食与营养的吸收，并引起消化系统疾病等多种问题，给中老年人晚年生活造成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近年来，随
着口腔卫生保健知识的普及以及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不少老年人才开始意识到牙齿健康对中老年生活的重要意义。

地址：丹阳市新民东路9号
（锦豪大酒店西侧）

爱牙
热线86568181

丹阳医保
定点单位

源自上海、南京的口腔专家
纯韩微创无痛种植牙 今天种牙 终身吃排骨

拔牙、镶牙、补牙、矫正牙
1、活动假牙以旧换新，一口补助500——1000元；（半口、全口）
2、烤瓷牙失败修复，一颗补助500元；（限全瓷牙系列）
3、微创种植牙特价7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