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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事·热线

“头盔大盗”洗劫路边店60余万
作案前先盗电动车隐匿踪迹
扬子 晚报讯 （通讯员 周莹 “嫌疑人”其实也是受害者。不仅
记者 梅建明） 今年 1 月开始，
在南
如此，
杨某还会对警方的侦查方向
京高淳主城区出现一名“头盔大
进行误导。比如，一次视频追踪中
盗”
，以城区路边烟酒店为目标，疯
出现了嫌疑人杨某骑着电动车从
狂入室盗窃作案多起，
涉案价值 60
大桥路方向离开城区的画面，警方
余万元。当地警方介入调查后，因
误以为嫌疑人是大桥路附近村
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都以头盔和口
民。然而，经过多方巡查，警方最
罩为掩饰，增加了破案的难度。随
终在阳江镇马家湾村一条死胡同
后，
高淳公安分局淳溪派出所增加
内发现一辆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使
巡防力量，
5 月 10 日凌晨 2 时许，
民
用的电动车，
周边居民无人知晓它
警在大桥路附近盘查时，
终将这名
的来历，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头盔大盗”
杨某一举擒获。
随后，警方综合研判后，把监
“杨某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
控视频画面跟巡防力量相结合，加
力，
让我们在案件的侦破中走了不
大对案件多发时段、路段的巡防力
少弯路。”淳溪派出所民警陶谢龙
度 ，架 网 守 候 。 5 月 10 日 凌 晨 2
介绍，杨某作案从来不使用自己的
点，巡防民警在淳溪街道一小巷里
交通工具，每次入室盗窃前，都会
巡逻时，发现迎面驶来一辆电动
先盗窃一辆面包车或者电动车。 车。夜已深，
狭窄的小巷里又没有
警方多次通过路面监控和走访盘
路灯。
“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在外
查获取车辆信息，
再根据车辆信息
面？”
民警心存怀疑，
静静地守候在
找到“嫌疑人”后才发现，所谓的
一旁，待该电动车靠近时，打开随

钓鱼甩竿触碰高压线
竿被烧毁人被击伤
扬子晚报讯 （通讯员 曾繁
宁 记者 梅建明） 5 月 16 日上午
10 点 10 分左右，
南京北站调车场
到达场警务值班室接到报警，
称到
达场走行线鱼塘边有人偷钓鱼时，
鱼竿不慎被接触网高压电击中，
身
受重伤。接报后，
民警迅速赶赴现
场，
并通知120将伤者送往浦口一
家医院抢救。所幸送医及时，
目前
伤者生命体征平稳，
但钓鱼竿被烧
毁，
持竿者大面积烧伤。
警方了解到，当时偷钓鱼的
共有两人，其中伤者姓曹，是一个
“80 后”，来自安徽池州。而同行
的另一人姓潘，没有受伤，两人是
亲戚关系。在事故发生后，潘某
在医院陪护伤者曹某。目前，事
故原因警方仍在调查处理中。警
方提醒，市场上售卖的钓鱼竿大
多是碳素竿。使用者注意不要在
电力输电线下和雷雨天使用，特
别是不要在高压输电线下使用，
由于电压很高，有时钓鱼竿并未
接触到电线电缆，就已经触电了。

抓获的“头盔男”
及作案工具。
身携带的手电筒，骑车人一袭头
盔、口罩，这不正是监控视频里的
“头盔大盗”。现场三名警力合力
将骑车人控制住，并进行搜查，当
场在其所骑电动车上缴获液压钳、
丁字起等作案工具。
经审问，
犯罪嫌疑人杨某共入

室盗窃 6 次，连同偷盗面包车、电
动车，共计盗窃达十余起。除现
金、超市购物卡，杨某最主要偷盗
高档烟，再辗转至宣城、南京市区
等地进行贩卖。目前，
犯罪嫌疑人
杨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
步调查中。

江苏省职业介绍中心现场公益招聘活动部分信息
每周三、
四、
五上午举办招聘会招聘免费求职免费单位场场更新

5 月 18 日（周四） 营销、
行政、
财务、
酒店旅游、
零售百货等类
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南京尊享福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江苏苏宁银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悦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新联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必胜客有限公司南京鼓楼餐厅
南京江南丝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南京欧塔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南京英斯利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学大教育专修学校
江苏锦江南京饭店有限公司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南京新纪元大酒店
南京飞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满城谷农产品有限公司

南京华鸥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饱啦餐饮有限公司
南京薰衣草电子科技公司有限
南京蓝石瑞光假日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联程旅游（大连）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南京汇仁恒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南京康医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河海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黄埔大酒店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健医药有限公司
南京九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明亮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南京明日大酒店
南京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威斯汀大酒店
南京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颢睿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荣友建材有限公司
南京长生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东邺百货市场有限公司
南京百年同庆餐饮有限公司珠江
路店
南京升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创宏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博尔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
南京状元楼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广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5 月 19 日（周五） 专业技能型人才及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活动
南京立之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源信志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福麦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中广置业有限公司南京静
幽园分公司
南京尊享福盈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江苏苏友汽车快修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南京世界村健康宅连配云商有
限公司
南京诺宝婴幼儿保育有限公司
岳阳长炼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南京分公司
北京中博诚通国际技术培训有
限责任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苏报春花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宏磊物资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南京聚财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振强工贸中心
南京仟佰间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南京古南都饭店
南京大惠企业
南京凯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永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纽莱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南京利众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第玖拾壹分公司
南京汤姆斯衡器有限公司
南京北大荒绿色食品配送有限
公司
江苏义达腾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南京薰衣草电子科技公司有限

南京耀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伊莱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策迪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志佳冷暖设备有限公司龙
蟠路分公司
南京矽邦半导体有限公司
金丽缘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金舜源商贸有限公司
远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恒悦轩餐饮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南京雄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壹鼎崮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找大状互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南京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威斯汀大酒店
北京广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现场招聘预告
5 月 24 日（周三） 综合性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5 月 25 日（周四） 销售、
餐饮酒店、
行政、
通信、
金融等
类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5 月 26 日（周五） 管理类人才及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
活动
5 月 31 日（周三） 综合性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招聘：某大型五星级酒店招聘人力资源经理及其他人
力资源管理人员，
待遇优，
联系电话：
87708804陈小姐
某事业单位招聘门卫：60 岁以下，内退人员优先，到
本市场柜台报名！

场外招聘预告
5 月 18 日（周四）第二十七次全国助残日残疾人就业
专场招聘活动
5 月 26 日（周五）南京旅游职业技术学院高校毕业生
公益专场招聘活动

招聘时间：
8：
30-11：
30 招聘地点：
江苏省职业介绍中心（南京市鼓楼街 5 号华阳大厦 2 楼，鼓楼公园旁，地铁 1 号线鼓楼站下 3 号出口，16、100、34、52 路至鼓楼站下即可。
）
联系电话：
025-83233822、
83233823、
83233826 中心网址：
http://jszj.jshrss.gov.cn 企业招聘群号：
144750140

江苏省人才市场高校毕业生系列公益招聘活动预告

展位预订电话：
025-83236145、
83236147
展位预订 QQ 群：
483554336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QQ 群：
116409706

5 月 18 日（周四）全国第二十七个助残日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部分参会单位信息 5 月 19 日（周五）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部分参会单位信息
江苏东航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东方航空国际旅业有限公司
南京金蛤蟆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浪花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苏鹰人才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群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吉宝电子通讯有限公司
南京德朔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南京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高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南京掌速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绿地洲际酒店
南京全兴座椅内饰件有限公司
南京清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德邦物流
九州通医药集团

南京欧尚超市汉中门店
江苏天盛大酒店
南京手佳养生保健连锁
南京斯坦福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创宁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江苏建安消费服务中心
大连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南京博士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力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华传媒粤海国际大酒店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铂尔
曼大酒店
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黄埔大酒店有限公司
江苏财安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玄武九洲残疾人文化艺术中心
南京金陵饭店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威斯汀大酒店
南京奥托立夫申达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南京和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融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南京正皓汽配有限公司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迅优制衣有限公司
南京锦冠桥义齿有限公司
南京市春光印刷装订厂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南京刘长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北辰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思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尚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悦心养老产业集团
南京百年同庆餐饮有限公司
南京闼闼门业有限公司
南京维志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南京银城千万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万荣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长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掌速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时代光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注重科技有限公司
新实力食品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壹玖柒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
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
无锡国网经贸有限公司

江苏省人才市场每周五、周六定期举办公益招聘会

南京中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创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舜美科技有限公司
鼎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厚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天童美语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名弘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艾思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悦心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
大金机电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南京甜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越爱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民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南京欧尚超市汉中门店
中冶置业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易商新程（杭州）互联网金融有限公司

时间：8：30-12：30
地址：南京市广州路 213 号

5 月 20 日（周六）综合人才及高校毕业生
公益招聘会部分参会单位信息
南京粉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凌云汽车研发分公司
南京西屋舒适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济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协同职业培训中心
扬州天能智慧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文枢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悟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南京艺体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南京银保理财中心
南京乐宝致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齐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乐思塾江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天和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中辰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乘车路线：
6、
78、
91、
552、
303、
318 路广州路站下；
3、
43、
60、
78、
302、
317 拉萨路站下。

南京玛莉佳儿服饰有限公司高薪诚聘
高薪诚聘外贸高级业务员
（年收入 12-15 万）：

看样衣技术师傅（年收入 8-10 万）： 面料开发：

岗位职责:
1、
有五年以上成衣检验工作经验；
任职资格 ：
2、
熟悉各种检验标准，
熟悉服装生产工艺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和流程；
能书写详细的工艺单；
3、
熟悉工厂的生产流水环节，
懂纸样者优
2、具备五年以上服装订单操
作经验（女装时装类者优先考虑）； 先考虑；
4、
具有一定的面料/辅料知识；
熟悉整个服装生产流程。
5、
工作细心、
做事系统，
协调能力强，
有良好
3、
有较丰富面料知识
的团队合作精神，
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工作热情。
3、能配合版师、工艺师、设计师的缝制要
4、英语 6 级以上，说写流利，
求，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能和国外客户直接沟通；
4、
能独立完成成衣的每个工序，
对纸样有
5、有团队精神，较强的沟通、 良好的认识，能主动提出在样衣制作中存在的
谈判能力，
责任心强。
各种问题。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高湖路 9 号金聚龙礼品世界 7 楼

岗位职责：
1、负责面料开发计划的制定，跟进开发进度、确认颜色及品质，确保开发时效
性等；2、
对面料市场信息进行收集、
整理、
归类，
保质保量的完成新品面料的开发工作；
3、
按设计需求组织开发团队进行开发打样；
4、
开发面料供应商资源，
对供应商进行
评估并严格筛选；5、严格控制采购成本，进一步完善比价体系；6、与设计及品控一
起把控风险面料的使用；
7、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任职资格：
1、纺织工程或服装工程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3-5 年品牌公
司面料开发工作经验；3、熟悉各种面料的规格、生产流程及品质要求；4、英语书写
流利，能和国外客人进行直接邮件沟通；5、能长期出差；6、工作条理性强，思维清
晰，
严谨，
有责任心，
做事沉稳细致，
具有团队精神，
沟通表达能力强；

电话 15335168602 王经理、15335168604 张经理

版师助理/放码员：

1、可以熟练运用常
用 CAD 服装软件及办公
软件。
2、能理解工艺单的
制作、放版、配衬、排料等
工作。
3、具备扎实的服装
工程专业知识，了解服装
制作流程；
4、工 作 的 主 动 性
强，能与版师形成默契，
很好的协助制版师完成
日常工作；

邮箱：coco@sinomatrix.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