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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福禄吉祥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口子酒业西安福禄吉祥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口子酒业（（股票代码股票代码：：603589603589））西西

安地区唯安地区唯一一一一家经销商家经销商，，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充盈的运营资本和丰富的充盈的运营资本和丰富的

行销经验行销经验。。真诚邀请有理想有追求的你加入我们真诚邀请有理想有追求的你加入我们！！高薪就在眼前高薪就在眼前，，你还等什么你还等什么？？

■业务主管：6名，2年以上酒类或快消品相关管理工作经验，薪资待遇
5000~7000元，外加年终销售提成奖励；

■大客户部业务员：30名，女，40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负责维护开
发单位，个人大客户业务，有相关经验者可放宽。底薪3800元+业务提
成，月均收入5000~9000元（工资上不封顶）；

■流通部、酒店部业务员：50名，男，4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有相关经验
者可放宽。底薪3800元+业务提成，月均收入5000~9000元（工资上不封顶）；

■促销员：80名，女，45岁以下，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2300
元+全勤200+交通补助200+话费补助200元，月均收入3500~5000元（工资
上不封顶）。（商超促销员、流通促销员、酒店促销员）

■年度带薪免费旅游~~过节费、年终奖~~试用期后购买五险~~免费提
供中晚餐

■销售员1-3个月人均收入4000~6000元
■半年后人均收入6000~1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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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029029--8877221688772216 赫文静赫文静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地区经销商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地区经销商
福禄吉祥商贸有限公司福禄吉祥商贸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李天娇）为缓解城市道
路交通拥堵，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促进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鼓励市民群众绿
色出行，11月8日，西安市发布了冬防期机
动车尾号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时间为
2018年 11月 15日至 2019年 3月 15日，每
日（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除外）7:00—20:
00。若公休日因法定节假日调休为工作日
的，不限行。

按照措施，限行区域包括西安行政区
域内，以西安绕城高速以内区域为中心，向
南扩展至南横线、堰渡路、三星快速干道连
线（不含）以北，西汉高速以东、西柞高速以
西围合区域；向北扩展至西咸北环线（不
含）以南、包茂高速以东、西禹高速以西围
合区域。途经本市高速公路过境通行但不
驶出高速公路的机动车，不采取限行措施，
允许通行。

限行规定：每日限行两个车牌（含临
时）尾号（若尾号为英文字母的，以车牌最后
一位数字为准）的机动车，星期一限行1和
6，星期二限行2和7，星期三限行3和8，星
期四限行4和9，星期五限行5和0。违反本
通告规定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予以纠正和查处。外埠机动车进入限
行区域的，按本通告规定执行。

此外，部分机动车不受限行措施限制：
新能源汽车，包含纯电动机动车、插电式（含
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甲
醇汽车；校车，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及快捷货
运出租汽车，9座以上（不含9座）大、中型客
车;持有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件
的旅游客车和营运客车；邮政车及在市邮政
管理部门备案并核发专用备案标识的快递
运送车辆；殡仪馆的殡葬车辆；肢体残疾人驾
驶的残疾人专用车辆；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
护车、工程救险车、军警车，喷涂统一标识并
执行任务的行政执法车辆以及防汛车辆、应
急车辆、清障专用车辆，园林、环卫、道路养
护的专项作业车辆，运钞车，医疗废物转运
车，交通事故保险勘查车辆；“使”“领”字号
牌车辆及经批准临时入境的车辆；持有市
商务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绿色通
行证》的“绿色通道”车辆（即整车运送鲜活
农产品的车辆，包括新鲜蔬菜水果，鲜活水
产品，活体畜禽，新鲜的肉、蛋、奶等）。经市
粮油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具有统一标识的
粮油食品配送车辆；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限制的车辆。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11月7日，陕西
新闻界庆祝第 19个记者节大会在西安召
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牛一兵出
席会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新闻
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一年来，陕西广大新闻工作者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引，围
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牢记使命，砥砺
担当，以笔尖记录时代，用镜头见证发展，努
力讲好陕西故事，为全省追赶超越鼓舞了
士气、振奋了人心、凝聚了力量。

牛一兵表示，全省新闻工作者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和工
作取向，大力宣传党的主张、传播党的声音、

反映群众呼声，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
作者。深刻把握从正本清源到守正创新的
历史方位，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
不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
众。着眼于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
纪律过硬、作风过硬，不断增强“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为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大有作为。

会上，第28届中国新闻奖我省获奖作
品、2017年度陕西新闻奖获奖作品、陕西优
秀新闻工作者受到表彰，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陕机构负责人和本省
媒体代表作了交流发言，3名“好记者讲好
故事”活动优秀选手作了演讲，全省新闻媒
体代表120余人参会。

陕西新闻界
庆祝第19个记者节大会召开

西安11月15日启动
冬防期机动车限行

陕粤港澳活动周明日开启

“陕”亮粤港澳

本报讯（记者赵明石喻涵）从明天开
始，第八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将正式
拉开帷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未来一周，我省经贸代表团将转战香江之
畔、濠江之滨、鹏城特区开展务实高效的名
品推介、经贸合作、金融合作、旅游推介、文
化产业合作和科技创新合作等，积极推动构
建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以来，陕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精
神，紧盯“追赶超越”目标，践行“五个扎实”
要求，低调务实、埋头苦干，推动全省各方
面发展不断取得新进步。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深入推进，陕西区位优势不断释放、门
户功能更加凸显、各类要素加快汇聚，为发
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创造了良
好条件。

陕西不沿海、不沿边，传统上在发展外
向型经济方面处于劣势。然而，近年来陕
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典型的“扭劣
为优”案例。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
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16867.92亿元，同比

增长8.4%。具体来看，工业生产高位趋稳，
民间投资增长较快，消费升级态势明显。
其中，外贸则尤为引人关注。前三季度，陕
西全省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2580.08
亿元，同比增长31.9%；出口1571.97亿元，
增长34.9%；进口1008.11亿元，增长27.3%；
同期贸易顺差563.87亿元。这些成绩的取
得，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上升、国内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尤显珍贵。

第八届陕粤港澳活动周是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陕西在粤港澳地区举办的一项
十分重要的经济合作交流活动，也是陕西
各市区深化经济合作交流、对接外资项目、
扩大对外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目前，
陕西各市区分团已整装待发，将借助陕粤
港澳活动平台优势，积极开展项目对接洽
谈，举办有针对性、专业性的招商引资活动，
力争取得洽谈成果，集中签约。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11月8日，由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陕西省政府指导，
中国工程院，中共西安市委、市政府主办的
2018全球硬科技创新暨“一带一路”创新合
作大会在西安开幕。

本届大会以“硬科技发展西安，硬科技
改变世界，硬科技决胜未来”为主题，通过
系列活动的举办和长效机制的建立，为硬
科技发展搭建平台、提供支撑，推动国际科
技合作和人才交流，并将继续助推西安全

力打造“全球硬科技之都”。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省委常

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致开幕辞。诺贝
尔奖获得者、国内外相关领域院士专家、科
技企业领袖、知名投资人等各界嘉宾1000
余人出席开幕式。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2018中国硬科技产
业发展白皮书》、宣读“一带一路硬科技创新
合作西安宣言”，并为2017年国家、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代表、西安市2018年“十佳科技
企业家”和“十佳创新人物”代表颁发奖金。

什么是硬科技？人工智能、航空航天、
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
能源、智能制造……这些都算。但是对于
老百姓而言，这些硬科技能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哪些便利？昨天开幕的2018西安全
球硬科技产业博览会就向公众展示了种种
可能。

自动贩卖机如今已经是常见之物，无
人智能自动贩卖机在市场上却不多见。在
硬科技博览会B4展馆，一台无人智能货柜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与我们熟悉的自动贩
卖机不同的是，里面除了有饮料、酸奶等产
品之外，还有蛋糕等生鲜食品。

记者通过手机进行了体验：扫描二维
码，在绑定完个人信息之后，就可以挑选商
品了。记者拿了一杯饮料之后，柜门自动关
上，记者离开，10秒左右的时间，手机显示钱
已扣掉。整个结算过程，不需要像自动贩卖
机那样，先投币，然后一件件购买商品。

货柜的招商经理宋强介绍，货柜使用压
力、重力、图像传感器技术，消费者拿走商品
后即可自动结算生成订单并完成扣款。宋
强透露，他们公司下一步将进行人脸识别、
重力感应、图像识别等技术应用相结合，未

来用户可通过人脸识别直接打开货柜，并在
地铁站、机场、高铁站、银行、火车站、小区等
进行货柜放置，对于一些定制化产品，如午
餐等做到线上预订，线下就近取等。

去市场买东西，最害怕碰见“八两
秤”。如果有一台电子秤能够防止商户“作
弊”，同时还能显示出该市场哪些商品最受
欢迎，对于消费者和经营者来说，可谓皆大
欢喜。展览现场，一款高科技含量的计价
秤，就让市民拎上了“智慧菜篮子”。

拓米科技总经理助理李媛给记者进行
了演示。对老百姓来说，该电子秤通过后
台数据加密、防篡改等手段，让计量机构能
够远程监督管理电子秤，杜绝商户随意调
秤、乱改商品价格和称重计量方式等行为，
做到放心消费。

对商户而言，有了智能电子秤，依托其
数据平台可以展示出某一阶段现金和线上
支付的比例，还可以显示出某些水果的销
售排行。商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进销
存，避免过度损耗带来的损失，提高应收。

目前，这款电子秤已经在西安的部分
菜市场进行了试点投放。

本报记者石喻涵

电子秤能“说”出啥东西卖得好
硬科技融入生活改变生活

◀全新智
能售货柜，扫
码开门就可以
选择你喜欢的
商品

本报记者
马昭摄

2018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西安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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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主管：6名，2年以上酒类或快消品相关管理工作经验，薪资待遇
5000~7000元，外加年终销售提成奖励；

■大客户部业务员：30名，女，40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负责维护开
发单位，个人大客户业务，有相关经验者可放宽。底薪3800元+业务提
成，月均收入5000~9000元（工资上不封顶）；

■流通部、酒店部业务员：50名，男，4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有相关经验
者可放宽。底薪3800元+业务提成，月均收入5000~9000元（工资上不封顶）；

■促销员：80名，女，45岁以下，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2300
元+全勤200+交通补助200+话费补助200元，月均收入3500~5000元（工资
上不封顶）。（商超促销员、流通促销员、酒店促销员）

■年度带薪免费旅游~~过节费、年终奖~~试用期后购买五险~~免费提
供中晚餐

■销售员1-3个月人均收入4000~6000元
■半年后人均收入6000~1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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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天娇）为缓解城市道
路交通拥堵，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促进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鼓励市民群众绿
色出行，11月8日，西安市发布了冬防期机
动车尾号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时间为
2018年 11月 15日至 2019年 3月 15日，每
日（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除外）7:00—20:
00。若公休日因法定节假日调休为工作日
的，不限行。

按照措施，限行区域包括西安行政区
域内，以西安绕城高速以内区域为中心，向
南扩展至南横线、堰渡路、三星快速干道连
线（不含）以北，西汉高速以东、西柞高速以
西围合区域；向北扩展至西咸北环线（不
含）以南、包茂高速以东、西禹高速以西围
合区域。途经本市高速公路过境通行但不
驶出高速公路的机动车，不采取限行措施，
允许通行。

限行规定：每日限行两个车牌（含临
时）尾号（若尾号为英文字母的，以车牌最后
一位数字为准）的机动车，星期一限行1和
6，星期二限行2和7，星期三限行3和8，星
期四限行4和9，星期五限行5和0。违反本
通告规定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予以纠正和查处。外埠机动车进入限
行区域的，按本通告规定执行。

此外，部分机动车不受限行措施限制：
新能源汽车，包含纯电动机动车、插电式（含
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甲
醇汽车；校车，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及快捷货
运出租汽车，9座以上（不含9座）大、中型客
车;持有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件
的旅游客车和营运客车；邮政车及在市邮政
管理部门备案并核发专用备案标识的快递
运送车辆；殡仪馆的殡葬车辆；肢体残疾人驾
驶的残疾人专用车辆；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
护车、工程救险车、军警车，喷涂统一标识并
执行任务的行政执法车辆以及防汛车辆、应
急车辆、清障专用车辆，园林、环卫、道路养
护的专项作业车辆，运钞车，医疗废物转运
车，交通事故保险勘查车辆；“使”“领”字号
牌车辆及经批准临时入境的车辆；持有市
商务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绿色通
行证》的“绿色通道”车辆（即整车运送鲜活
农产品的车辆，包括新鲜蔬菜水果，鲜活水
产品，活体畜禽，新鲜的肉、蛋、奶等）。经市
粮油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具有统一标识的
粮油食品配送车辆；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限制的车辆。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11月7日，陕西
新闻界庆祝第 19个记者节大会在西安召
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牛一兵出
席会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新闻
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一年来，陕西广大新闻工作者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引，围
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牢记使命，砥砺
担当，以笔尖记录时代，用镜头见证发展，努
力讲好陕西故事，为全省追赶超越鼓舞了
士气、振奋了人心、凝聚了力量。

牛一兵表示，全省新闻工作者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和工
作取向，大力宣传党的主张、传播党的声音、

反映群众呼声，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
作者。深刻把握从正本清源到守正创新的
历史方位，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
不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
众。着眼于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
纪律过硬、作风过硬，不断增强“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为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大有作为。

会上，第28届中国新闻奖我省获奖作
品、2017年度陕西新闻奖获奖作品、陕西优
秀新闻工作者受到表彰，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陕机构负责人和本省
媒体代表作了交流发言，3名“好记者讲好
故事”活动优秀选手作了演讲，全省新闻媒
体代表120余人参会。

陕西新闻界
庆祝第19个记者节大会召开

西安11月15日启动
冬防期机动车限行

陕粤港澳活动周明日开启

“陕”亮粤港澳

本报讯（记者赵明石喻涵）从明天开
始，第八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将正式
拉开帷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未来一周，我省经贸代表团将转战香江之
畔、濠江之滨、鹏城特区开展务实高效的名
品推介、经贸合作、金融合作、旅游推介、文
化产业合作和科技创新合作等，积极推动构
建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以来，陕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精
神，紧盯“追赶超越”目标，践行“五个扎实”
要求，低调务实、埋头苦干，推动全省各方
面发展不断取得新进步。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深入推进，陕西区位优势不断释放、门
户功能更加凸显、各类要素加快汇聚，为发
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创造了良
好条件。

陕西不沿海、不沿边，传统上在发展外
向型经济方面处于劣势。然而，近年来陕
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典型的“扭劣
为优”案例。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
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16867.92亿元，同比

增长8.4%。具体来看，工业生产高位趋稳，
民间投资增长较快，消费升级态势明显。
其中，外贸则尤为引人关注。前三季度，陕
西全省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2580.08
亿元，同比增长31.9%；出口1571.97亿元，
增长34.9%；进口1008.11亿元，增长27.3%；
同期贸易顺差563.87亿元。这些成绩的取
得，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上升、国内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尤显珍贵。

第八届陕粤港澳活动周是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陕西在粤港澳地区举办的一项
十分重要的经济合作交流活动，也是陕西
各市区深化经济合作交流、对接外资项目、
扩大对外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目前，
陕西各市区分团已整装待发，将借助陕粤
港澳活动平台优势，积极开展项目对接洽
谈，举办有针对性、专业性的招商引资活动，
力争取得洽谈成果，集中签约。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11月8日，由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陕西省政府指导，
中国工程院，中共西安市委、市政府主办的
2018全球硬科技创新暨“一带一路”创新合
作大会在西安开幕。

本届大会以“硬科技发展西安，硬科技
改变世界，硬科技决胜未来”为主题，通过
系列活动的举办和长效机制的建立，为硬
科技发展搭建平台、提供支撑，推动国际科
技合作和人才交流，并将继续助推西安全

力打造“全球硬科技之都”。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省委常

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致开幕辞。诺贝
尔奖获得者、国内外相关领域院士专家、科
技企业领袖、知名投资人等各界嘉宾1000
余人出席开幕式。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2018中国硬科技产
业发展白皮书》、宣读“一带一路硬科技创新
合作西安宣言”，并为2017年国家、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代表、西安市2018年“十佳科技
企业家”和“十佳创新人物”代表颁发奖金。

什么是硬科技？人工智能、航空航天、
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
能源、智能制造……这些都算。但是对于
老百姓而言，这些硬科技能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哪些便利？昨天开幕的2018西安全
球硬科技产业博览会就向公众展示了种种
可能。

自动贩卖机如今已经是常见之物，无
人智能自动贩卖机在市场上却不多见。在
硬科技博览会B4展馆，一台无人智能货柜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与我们熟悉的自动贩
卖机不同的是，里面除了有饮料、酸奶等产
品之外，还有蛋糕等生鲜食品。

记者通过手机进行了体验：扫描二维
码，在绑定完个人信息之后，就可以挑选商
品了。记者拿了一杯饮料之后，柜门自动关
上，记者离开，10秒左右的时间，手机显示钱
已扣掉。整个结算过程，不需要像自动贩卖
机那样，先投币，然后一件件购买商品。

货柜的招商经理宋强介绍，货柜使用压
力、重力、图像传感器技术，消费者拿走商品
后即可自动结算生成订单并完成扣款。宋
强透露，他们公司下一步将进行人脸识别、
重力感应、图像识别等技术应用相结合，未

来用户可通过人脸识别直接打开货柜，并在
地铁站、机场、高铁站、银行、火车站、小区等
进行货柜放置，对于一些定制化产品，如午
餐等做到线上预订，线下就近取等。

去市场买东西，最害怕碰见“八两
秤”。如果有一台电子秤能够防止商户“作
弊”，同时还能显示出该市场哪些商品最受
欢迎，对于消费者和经营者来说，可谓皆大
欢喜。展览现场，一款高科技含量的计价
秤，就让市民拎上了“智慧菜篮子”。

拓米科技总经理助理李媛给记者进行
了演示。对老百姓来说，该电子秤通过后
台数据加密、防篡改等手段，让计量机构能
够远程监督管理电子秤，杜绝商户随意调
秤、乱改商品价格和称重计量方式等行为，
做到放心消费。

对商户而言，有了智能电子秤，依托其
数据平台可以展示出某一阶段现金和线上
支付的比例，还可以显示出某些水果的销
售排行。商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进销
存，避免过度损耗带来的损失，提高应收。

目前，这款电子秤已经在西安的部分
菜市场进行了试点投放。

本报记者石喻涵

电子秤能“说”出啥东西卖得好
硬科技融入生活改变生活

◀全新智
能售货柜，扫
码开门就可以
选择你喜欢的
商品

本报记者
马昭摄

2018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西安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