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智微）外卖后厨
是否干净？从业人员操作是否合规？
经常点外卖的你，是否还在担心这些
问题呢？5月 8日，记者从雁江区市场
监管局获悉，该局积极探索监管新实
践，深入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建
设，试点开展手机“看着厨房点外卖”
工作，让消费者点餐可通过“直播”查
看后厨制作，感受“互联网+”舌尖上的
安全。

“看着厨房点外卖”即是在网络供
餐商家后厨安装视频摄像头，并将视
频数据通过互联网实时传输至第三方
网络订餐平台，在商家订餐页面向消
费者进行展示，让静态的“看着图片点
外卖”升级为动态的“看着厨房点外
卖”。记者打开“饿了么”平台，进入一

家已上线“看着厨房点外卖”的餐饮
店，在商家信息里有个“阳光厨房
LIVE”，一点进去就看见工作人员正在
把做好的食物进行装盘，后厨情况一
目了然。

当日，记者还走访了雁城几家已
经上线“看着厨房点外卖”的网络餐饮
店，在爱达乐后厨，记者看见糕点师傅
戴着手套和口罩正在烘焙面包，他的
操作过程通过摄像头同步在外卖平台
上进行直播。

炸鸡排、剪鸡排、分装、撒上调
料……随后，记者在另一家炸鸡店看
见老板正在准备外卖订单，她的操作
全过程同步出现在外卖平台上。

“我们店上线‘看着厨房点外卖’
已经 2 个多月了，消费者可随时通过

监控查看后厨制作，让我们更有责任
和义务将食品安全各项规章制度落到
实处。”爱达乐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有信心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用
心做食物，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青睐。”

顾客饶萍说，新增设的“看着厨房
点外卖”非常好，消费在线点餐时，可
以实时看到商家的后厨情况和出餐过

程，舌尖上的安全眼见为实，吃得也更
加放心。

据悉，目前雁城已有三家网络通
信服务商与“美团”“饿了么”两家网络
订餐平台成功实现数据对接，爱达乐、
林家烘焙、古今一家、书亦烧仙草等25
家餐饮店已安装后厨监控，实现后厨
实景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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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工”复产 志“行”千里
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2020年春季社会招聘

招聘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成立于1984年，是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西部地区资产规模最大的
一级分行，现下辖19个二级分行（含成都分行）和2个
直属支行，在四川省省辖 21个市（州）均开立有营业
网点。对外营业网点 720余个，从业人员 1.6万余人。
2019年末，资产规模超过万亿元。现诚邀具有崇高职
业操守、卓越创新精神、出众业务能力以及丰富实战
经验的社会优秀人才加盟。

招聘岗位（150人）

网点客服经理

主要从事营业网点柜面
服务及厅堂维护工作，录用
后在该岗位工作时间不少于
5 年。

客户经理

主要负责对外市场营销，
公司、个人客户的拓展与关系
维护等工作。

金融科技

主要负责研发具有本地
特色的业务产品和经营管理
系统，产品开发测试和产品
研发风险管理等工作。

法律事务

主要负责法律文书、合同审查及出具
法律意见书等工作。

每位应聘者仅限选择1家二级分行的
1个岗位。

工作地点

●成都分行 城区支行双流支行、新都支行、
金堂支行、简阳支行、温江支行、都江堰支行

●绵阳分行 盐亭支行、梓潼支行

●南充分行 南部支行

●德阳分行 广汉支行、绵竹支行、中江支行

●宜宾分行 长宁支行、筠连支行、南溪支行

●泸州分行 城区支行、合江支行、泸县支行、
叙永支行

●达州分行 大竹支行

●凉山分行 城区支行、会理支行、德昌支行、

冕宁支行、金阳支行（筹）

●广安分行 分行本部、岳池支行、华蓥支行

●巴中分行 通江支行、南江支行、平昌支行

●雅安分行 城区支行、石棉支行、汉源支行、
芦山支行

●遂宁分行 射洪支行

●眉山分行 仁寿支行

●广元分行 青川支行、朝天支行、旺苍支行、
剑阁支行

●资阳分行 城区支行、安岳支行

●乐山分行 峨边支行

●内江分行 资中支行、隆昌支行

●自贡分行 荣县支行、富顺支行

●攀枝花分行 分行本部、城区支行、米易支行

招聘条件

各岗位具体招聘条件详见报名网站。应聘者的
工作年限、履职经历、学历取得时间等计算至 2020年
4月30日。

招聘流程

报名 请应聘者于2020年5月12日前，注册并登录
招 聘 报 名 网 站 (https://special.zhaoin. com/campus /
2020/sh/gx20042817/position. htm)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行报名。除网上报名外，不接受其他形式报名。请
应聘者提前准备png、jpg、jpeg、bmp格式的电子版证件
照1张，以备网上报名时使用，证件照大小在1M以内。

资格审查 我行将根据招聘条件对应聘者进行资

格审查，并根据岗位需求分布及报名情况等，择优甄
选确定入围笔试人员。

笔试和面试 具体时间、方式等安排，请以电话、短
信通知为准。

背景调查、体检录用等后续工作
注:招聘程序中各环节成绩仅对本次招聘有效。

报名方式

咨询邮箱:sczhaopin@sc.icbc.com.cn
(请勿投递简历至此邮箱)

报名二维码

广告

一、比选项目概况
1、比选人名称：资阳市城投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
2、比选项目名称：幸福大道公交

站台灯箱广告
3、比选项目地址：资阳市雁江区

幸福大道
二、本项目比选内容
1、本次招标公交站候车亭尺寸、

数量如下：
幸福大道 11 处公交站候车亭灯

箱广告位大灯箱尺寸 3.7 米×1.7 米、
小灯箱尺寸 1.2 米×1.7 米，由于政府
需求，该路段 11 处公交站台，每处站
台预留一个大灯箱用于公益广告宣
传。本次该路段公交站台广告位招标
出租，大灯箱9处17个、画面可滚动大
灯箱2处6个、小灯箱11个。

三、最低控制价
实行市场调节价，本招标项目最

低控制价为48万元/年。

四、投标人资格条件
投标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营业执照

或资质证书。
五、比选文件的公告方式、公告时间
本次比选招商公告于 2020 年 5

月9日在资阳日报、资阳网、资阳市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网站发布。

六、比选报名方式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2020年5

月 9日至 15 日（北京时间上午8：30至
12:00，下午2：30至6：00），在雁江区车
城大道139号6楼会议室持单位介绍信
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获取比选文件。

七、比选及评标办法
本比选项目采用的评选办法：最

高报价中选法。
八、比选文件的递交
比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

5 月 15 日下午 3：30；提交地点：资阳

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 号 5 楼会议
室。在递交比选文件的同时，投标人
应当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资格证
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到场核验登记，以上材料复
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否则其比选文件
将不予接收。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
定地点的比选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九、合同期限
本次比选内容签订合同期限为 1

年。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
地 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号5楼会议室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8215501292

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20年5月9日

一、比选项目概况
1、比选人名称：资阳市城投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
2、比选项目名称：西门铁路桥三

面翻入城面
3、比选项目地址：资阳市雁江区

西门铁路桥
二、本项目比选内容
1、本次招标西门铁路桥三面翻

广告位入城面靠交警一大队（现空余
一面），广告位尺寸：42.5米×4.5米

三、最低控制价
实行市场调节价，本招标项目最

低控制价为30万元/年。
四、投标人资格条件
投标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营业执

照或资质证书。
五、比选文件的公告方式、公告

时间

本次比选招商公告将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在资阳日报、资阳网、资阳
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网站发布。

六、比选报名方式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2020年

5月 9日至 15日（北京时间上午 8：30
至 12:00，下午 2：30 至 6：00），在雁江
区车城大道 139号 6楼会议室持单位
介绍信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获取比选文件。

七、比选及评标办法
本比选项目采用的评选办法：最

高报价中选法。
八、比选文件的递交
比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

5 月 15 日下午 3：30；提交地点：资阳
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 号 5 楼会议
室。在递交比选文件的同时，投标人

应当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资格证
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到场核验登记，以上材料复
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否则其比选文件
将不予接收。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
指定地点的比选文件，招标人不予受
理。

九、合同期限
本次比选内容签订合同期限为1

年。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
地 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号5楼会议室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8215501292
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20年5月9日

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幸福大道公交站候车亭广告位招商比选公告

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西门铁路桥三面翻广告位入城方向（一面）招租比选公告

本报讯（陈元根）5月 6日，市房管局
房产档案查询窗口迁入市政务服务大
厅，并在市政务服务大厅的不动产登记
分中心与登记部门共设查询窗口。自
此，办理房产过户可实现查档、纳税、过
户一站式办理。

据市房管局房产档案馆副馆长陈英
介绍，该馆馆藏的档案为资阳中心城区
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前的档案，统一登
记之后的档案存于不动产登记部门。目
前，市房管局和登记部门数据未完全共
享，因此，房产信息查询要到房管部门，
有的还需到登记部门，群众办事有来回
跑的现象。为让群众办事更方便，市房
管局便将房产档案查询业务迁入市政务
服务大厅的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并与登
记部门共设查询窗口，群众只需在一个
窗口就可办理。

此前，市房管局发出通告，从5月6日
起，房屋交易纳税申报涉及的房产信息查

询，房屋抵押（担保）贷款涉及的房产信息
查询，申请低保、贫困户认定、住房保障涉
及的房产信息查询，司法查封、诉讼财产
保全、财产执行等涉及的房产信息查询，
解决财产纠纷涉及的房产信息查询，其他
个人或单位的房产档案查询事宜均到该
局驻市政务服务大厅的窗口办理。另外，
市房管局房产档案馆仍会提供配合相关
单位的房屋征收、棚户区改造、享受国家
惠民政策等批量房产档案查询。

据悉，市房管局还将市场科的司法预
查（解）封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商品
房买卖合同备案变更、商品房买卖合同备
案注销业务迁入了市政务服务大厅。

市房管局房产档案查询窗口迁入市政务服务大厅

房产过户实现查档纳税过户一站式办理

“明厨亮灶”再进一步

你点的外卖可看着做你点的外卖可看着做
雁城25家餐饮店已上线此功能

通过手机观看后厨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