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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招聘启事
招聘单位

四川日报

川报观察客户端

1.详情请登录四川在线（http://zhaopin.scol.com.cn/201707scrb.html），查看招聘简章并申请职位。通过四川在线网站
报名为本次招聘唯一有效应聘方式，不接受其他方式报名。请应聘者保管好四川在线网站帐号和密码，并及时查阅招聘
进度。

2. 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2017年7月23日24点。应聘人员点击招聘类别报名，每人限选择一个岗位，重复报名无效。
3. 招聘流程：网上报名——资格审查及筛选——通知打印准考证——笔试——资格复查——面试——体检——录用。

招聘岗位

文字记者

摄影记者

评论员

夜班编辑

全媒编辑

产品经理

产品互动运营

前端工程师

后台（PHP）开发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

Java后台工程师

兼安卓工程师

IOS工程师

运维工程师

视频编辑/后期制作

人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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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1

1

1

1

1

1

1

学历及年龄要求

1.普通高校全日制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身
体健康。

1.普通高校全日制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身
体健康。

岗位职责及任职要求

具体内容请登录四川
在 线（http://zhaopin.
scol.com.cn/
201707scrb.html）查 看
招聘简章。

具体内容请登录四川
在 线（http://zhaopin.
scol.com.cn/
201707scrb.html）查 看
招聘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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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大战略决策，出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
改革方案，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举
措取得重大突破。为全面总结和展示
改革的进展和成就，中央组织拍摄了十
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
底》。该片从7月17日起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播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获悉，四川卫视也将于央视首播次
日重播。

《将改革进行到底》紧紧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反映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
史使命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
体谋划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带领13
亿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扎实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该片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式、权
威性的梳理总结，既体现了较强的思想
性和理论深度，又讲述了人民群众身边
生动的改革故事。全片共分十集，分别
为《时代之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人民民主新境界》《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青山》
《强军之路（上、下）》《党的自我革新》
《人民的获得感》。在党的十九大即将
召开之际，这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将
进一步鼓舞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改革正确方向，保持改革定
力和韧劲，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把
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讲述我们身边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将改
革进行到底》首播前第一时间观看了该
片的宣传片，航拍的长城、黄河与长江气
势非凡，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第四局中
国队24:23拿到金牌点时，队长惠若琪
在进攻中起跳，重扣落地，中国队25:23
拿下第四局，总比分3:1击败塞尔维亚
摘得里约奥运会金牌。而片头出现的话
语：“一个汇聚全体中华儿女澎湃激情的
恢弘梦想，一次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历
史抉择……”更是让人热血沸腾。

四川卫视次日重播

《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央视综合频
道（CCTV-1）将连播 10 天，每天一
集。央视财经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新
闻频道和包括四川卫视在内的部分省
级卫视次日重播，央视网、“央视新闻”
新媒体平台及中央主要媒体所属新闻
网站、“两微一端”和主要商业网站上线
播出。而成都也将会在当地广场大屏、
地铁电视、公交视频等滚动播出宣传片
或精编版节目视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综合新华社

第一集
《时代之问》

第二集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第三集
《人民民主新境界》

第四集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五集
《延续中华文脉》

第六集
《守住绿水青山》

第七集
《强军之路》（上）

第八集
《强军之路》（下）

第九集
《党的自我革新》

第十集
《人民的获得感》

十集专题片

每晚
央视一套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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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
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
人的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
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饱含深情的梦想诠释，点燃了中华儿女的澎
湃激情，汇聚起万众同心的磅礴力量。有海外媒
体称，习近平定义的“中国梦”，重新唤醒一个国家
的梦想能力，让整个民族找到了未来感。

国家命运的抉择

习近平总书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
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是一场
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
进。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这是一位大国领袖远见卓识的清醒判断，更
是关乎国家命运的伟大抉择。影响历史的重大思
考与行动，往往源于经年累月沉淀的精华。

全面深化改革

◎新在“全面”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阐释：“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
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
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

强调“全面”，就是强调必须构建起丰富全面
的改革目标体系。强调“全面”，就是强调顶层设
计和整体谋划的重要性。强调“全面”，就是强调
要构建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难在“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中国改革
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
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一比喻，生动
诠释了全面深化改革其“深化”二字的含义。

强调“深化”，就是强调改革不能浮于表面，必
须向纵深推进。强调“深化”，就是强调要具备攻
坚克难的坚定意志。强调“深化”，就是强调改革
者要敢于触碰深层利益，敢于改手中的权、去部门
的利、割自己的肉、动一些人的奶酪。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央视一套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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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
中国，该如何走向未来？中国，怎么办？
这，是历史之问，是人民之问，
也是——时代之问！

回答
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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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改革进行到底》专题片剧照。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朱雪黎）7月
17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公布最新调查数
据，上半年四川人均可支配收入10463元，同比
增长9.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四川半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09元，
增长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502元，

增长8.3%。上半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97元，
同比增长10.1%。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4692元，增长12.3%，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10534元，增长8.2%。八大类消费支出全
面增长，其中医疗保健支出增长最快。农村居民
医疗保健支出同比增长14.7%，城镇居民医疗保
健支出增长21.7%。

我省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万元
同比增长9.2%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上
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
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
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
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
农民，在那里度过了七年
的时光。那时候我和乡
亲们都住在土窑洞里，睡
的是土炕，乡亲们的生活
十分的困苦，经常是几个
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
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

中国的全面深化改
革，是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增进人民福祉的宏大
布局。“获得感”一词，诠
释着改革永恒不变的价
值底色。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
革的《决定》中，“人民是
改革的主体”这一论断，
格外醒目。

许多国外媒体和政
要也撰文写到：强调人民
性，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服务
人民，这是习近平一以贯
之的民本情怀。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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