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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广告

小男孩出现在女更衣室

8 月 5 日星期六，家住沙坪坝
梨树湾的何女士和老公，带女儿
去附近一家水乐园玩。进去之
后，何女士带着女儿去女更衣室
换衣服。

“我进去没多久，就有两位妈
妈分别带着儿子进入女更衣室，两
个小男孩看上去大概四五岁。”何
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女更衣室都是
敞开式，没有隔间，大家换衣服时
大多都站在储物柜前换。令何女
士感到不舒服的是，在她换衣服的
时候，旁边一个大概5岁的小男孩
一直盯着她，“我不好说什么，对方
家长也完全没有制止。”

这是何女士今年夏天第二次
遇到这种情况，只是周末这次令她
印象特别深刻，“或许很多妈妈都
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但我认为这个
情况确实需要引起家长注意，毕竟
孩子有这么大了。”

妈妈不顾投诉我行我素

何女士的遭遇不是个案。在
重庆一论坛上，一位网友称也遇到
类似情况。她在渝中区某酒店游
泳时，也遇到了被妈妈带进女更衣
室的小男孩。为了避免尴尬，她只
得躲进狭窄的厕所更衣。

昨日，记者走访了部分游泳
场所，发现几乎都没有不能让小
男孩或者小女孩进入异性更衣室
的明文规定。“但是我们会提醒家
长，最好还是不要让儿童进入异
性更衣室。”昨日，渝中区石油路
一家会所游泳池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小女孩进男更衣室的情况
几乎没有，不过确实有女性带小

男孩进入女性更衣室。
“前不久因为类似情况，还有

会员向我们进行过投诉。”这名工
作人员说，有个女家长每次都要
带儿子进女更衣室去换衣服和洗
澡，那个小男孩看上去起码有 5
岁了。“因为有会员投诉，我们提
醒这位女家长，谁知对方还和我
们争吵。”说起此事，该工作人员
很是无奈。

公共场所少见独立卫生间

不仅是在游泳更衣室，在商城
或其他公共场所，也时常会看到儿
童进入异性卫生间的情况，其中男
生进入女厕所的情况要偏多一些。

记者走访江北、解放碑、大坪
一些商场看到，人性化设施在不
断完善，几乎每层楼都有母婴室，
同时也配备有无障碍卫生间，不
过确实少见具有其他功能的独立
卫生间。

昨日下午，记者在时代天街A
馆2楼碰到一位女家长，她对着男
卫生间门口正在喊：“沐沐，你别
急，妈妈在门口等你。”她告诉记
者，自己叫李悦，家住杨家坪，儿子
4岁，在上幼儿园。“如果只是我一
个人带孩子出来，都是让他自己去
上男厕所。虽然自己有时候也有
些担心，但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
性，不得不这么做。”李悦坦言，
在儿子 2 岁的时候，自己也曾带
他进过女厕所。但后来孩子逐渐
长大，为了尊重其他女性，也为了
让儿子明白自己的性别角色，就
再也没有带他进过女厕所了。“我
们之前在商城里上的儿童早教中
心就很好，设立的独立卫生间里，
有专门的儿童马桶。”

妈妈带小男孩进女更衣室 你怎么看？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谈书

正值酷暑，去游泳的人越来越多。31岁的何女士8月5
日去游泳时，就遇到了一件让她感到颇为尴尬的事：在女更衣
室里，有年轻妈妈带着四五岁的小男孩进来换衣服，自己换衣
服时还被小男孩全程盯着。记者昨日调查了解到，何女士的
遭遇并不是个案。在有的女更衣室里，即使遭到投诉，仍有妈
妈我行我素将小男孩带进去。

在记者采访时，一些游泳馆的
工作人员提到，有时候遇到一个家
长独自带娃来游泳，因孩子小单独
去更衣室会不放心，他们也给出了
一些建议：比如，家长可以让儿童
在家里就换好泳衣泳裤，外面套上

单衣，到了游泳馆直接脱掉外衣就
好；也可以在更衣室外的独立卫生
间换衣。“此外，无论是在公共场所
或休闲娱乐场所，一般都会有工作
人员，家长可以求助，请他们陪伴
孩子去卫生间。”

调查

儿童进异性更衣室 你怎么看？
景女士（32岁 儿子 4岁）：如

果我独立带儿子外出，都是鼓励他
自己去上男厕所，也从不带他进女
更衣室。特别是儿子 3 岁以后，我
就一直告诉他：“你是男子汉。”

李女士（30岁 女儿 2岁）：女
儿倒是从来没有跟着爸爸进过异性
更衣室，不过我在更衣室看到有妈妈
带小男孩进来。如果孩子很小的话，

我不会说什么，但如果是四五岁的小
男孩，我会提醒小男孩：“你是小男
生，不能看阿姨们换衣服哦。”

吴女士（33岁 女儿 5岁）：有
一次我带女儿排队上厕所，但前面排
了好长的队，女儿快憋不住了。我实
在没办法，只好让她爸爸带去男厕
所，但我心里其实是非常抗拒的。如
果换做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办？

支招

单人带娃遇不便 可求助工作人员

亲子教育专家、心理学家刘勇赫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3～6岁是孩
子的社交依恋期，他们的很多做法都
是在观察和模仿父母。同时，在孩子
3岁以后，家长应逐渐让孩子有性别
意识。如果家长一味在孩子面前淡
化性别认识，对孩子未来成长和性格

养成都存在很大问题。刘勇赫建议，
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内除了家长要提
高认识，尽量角色不要缺位。从外部
来说，公共场合的设施需要更加完
善，比如设立“第三卫生间”，可以方
便父母带异性的孩子、子女带异性的
老人外出时，照顾其如厕。

建议

父母陪伴尽量别缺位 人性化措施应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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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昌宇搬家、搬厂，全城连锁67702566
搬家服务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
业园， 重庆物流基
地旁标准厂房10.8
米层高 ，10t行车 ，
纯一楼 ，50年出让
地 ，2300元/平 ，有
蒸汽接入。
电18623049966
话023-47633266

综合房讯
●出租石柱家具厂设备全有烤漆办公2000m215736608901

●遗失重庆丰百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 ：5003824
018615）及财务章（编码 ：5003824018616）,声明作废
●遗失叶小琴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6047165作废
● 李 芳 毅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500238600150203 遗 失 作 废
●重庆三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基本户开户
许可证原件 ，核准号为 J6530001527001;声明作废 。收售餐桌椅13996087067

茶酒楼桌椅家用办公家具空调厨具

二手市场

重庆市天大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渝中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65300193126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垦源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00108000067956） 经公司股东
会决定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 、债
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7日

人民法院公告
2017年8月7日

陈朝兰：本院已受理重庆公路运输有限公司诉你和刘忠富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
第424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云南铁路总公司重庆工程管理公司：本院受理吕永乐诉云南
铁路总公司重庆工程管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422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重庆丰勤劳务有限责任公司、郑安文 ：本院受理刘小联诉你
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渝0108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李质敏：本院受理蒲东兵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以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428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张延忠： 本院已受理李永健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
务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
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424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陈德贵、 陆美志： 李红根据已生效的 (2015) 南法民初字第
0181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陈德贵、陆美
志、重庆江荣机械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委
托重庆道尔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 对陈德
贵 、 陆美志名下位于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龙水路498号8幢
1-1号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 经评估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
龙水路498号8幢1-1号房屋价值为89.07万元。 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
现依法将该评估报告书以公告形式向你送达。本公告自登报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对评估的结果有异议，应
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 否则本
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李国福：本院受理张桂琳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渝0108民初20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长生桥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粱丹：梁文强根据已生效的(2015)南法民初字第02145号民事
判决书， 向本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重庆旺品农业有限公司、
重庆贵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旺品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
顺丹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梁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依
法委托重庆汇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你名
下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37-69单元26-4号、重庆市南岸
区花园路街道花园五村4幢3单元3-2号房屋的价值进行评
估。 经评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37-69单元26-4号房屋价值
为138.19万元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道花园五村4幢3单元

3-2号房屋价值为68.24万元。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将该评估报
告书以公告形式向你送达。 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 ，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如你对评估的结果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之日
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否则本院将依法对上述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尹彬、尹青松、徐宗秀：李红根据已生效的(2015)南法民初字
第0181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尹彬、尹青
松、徐宗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委托重庆道尔敦资
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尹彬及徐宗秀名下位于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龙水路498号11幢1-16号房屋以及尹青
松名下位于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龙水路421号2幢2-19、2-
20、2-21号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 。 经评估 ，重庆市大足区龙
水镇龙水路498号11幢1-16号房屋价值为108.83万元； 重庆
市大足区龙水镇龙水路421号2幢2-19号房屋价值为61.15万
元 、2-20号房屋价值为61.15万元 、2-21号房屋价值为83.42
万元。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将该评估报告书以公告形式向你
送达。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对评
估的结果有异议， 应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否则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陈文举、 艾明超： 李红根据已生效的 (2015) 南法民初字第
0181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陈文举、艾明
超、陈春龙、重庆市大足区圆仪金属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依法委托重庆道尔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 对你们名下位于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永益路58号
15-18号、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永益路354-8号房屋的价值
进行评估。 经评估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永益路58号15-18号
房屋价值为18.85万元，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永益路354-8号
房屋价值为16.28万元。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将该评估报告
书以公告形式向你送达。 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你对评估的结果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否则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
进行公开拍卖。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陈德贵、 郑洪俊： 李红根据已生效的 (2015) 南法民初字第
0224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陈德贵、郑洪
俊、重庆诺奥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依
法委托重庆道尔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郑
洪俊名下位于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龙水路498号10幢1-17号
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 经评估，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龙水路
498号10幢1-17号房屋价值为108.83万元。 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
法将该评估报告书以公告形式向你送达。本公告自登报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对评估的结果有异议 ，应在公
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否则本院将
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重庆天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本院已受理南岸区
弹子石顺安建筑工程设备租赁站诉你单位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本院(2017)渝0108民初7202号民事判决书。 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白换英 ：本院受理原告黄万侠、胡家意诉被告重庆云天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二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2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杨政平、张妮曼：本院受理原告杨琼诉被告杨政平 、张妮曼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渝0108民初1068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8141934的重庆市弘辰升商贸
有限公司 ， 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
市弘辰升商贸有限公司 2017年8月7日
注销公告 ： 经重庆同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8000013191）股东会决议 ，拟将
注销本公司。 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7年8月7日

重庆商报讯 5日凌晨2点左
右，一辆面包车行驶到石柱时侧
翻，造成油箱受损起火。幸运的
是，车上运载的豆腐化身为“防火
罩”，“罩”住了车主3万元现金，避
免了更大的损失。

据悉，8月 5日凌晨2时许，石
柱县公安局鱼池派出所民警接群
众报警称：在山娇村十里河塘处发
生一起面包车侧翻事故，因车辆油
箱受损，车已被大火包围。在确定
无人员伤亡后，民警立即将此情况
汇报给当日值班领导，并及时拨打
了119，随后同鱼池镇政府工作人

员一同前往事故发生地救援。
到达现场后，车主冉某抓住

民警衣袖，哭诉着：“警察同志，
你们快点帮帮忙，我里面还有三
万块现金，都是我这几年卖菜辛
辛苦苦赚的。”随后，民警紧急调
动鱼池政府洒水车进行灭火。在
场人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终将大火扑灭。确定现场安全
后，车主急忙跑过去寻找他的钱
包，发现车上的 3 万元现金居然

“毫发无损”。
原来，车主的钱包当时放在豆

腐旁边，当车辆发生侧翻时，没想
到豆腐恰好压在了钱包上，从而起
到了隔离作用，让 3万元现金“逃
过一劫”。

重庆商报讯 昨天，市气象
台发布了重要天气消息，预计从
今天下午至明晚，我市将出现强
降雨天气，东北部地区及西部地
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最 大 雨 强 40～60 毫 米/小 时 。
累计雨量东北部地区 40～80 毫
米 ，局 地 120 毫 米 ；西 部 地 区
30～50 毫米，局地 80 毫米；其
余地区 10～30 毫米。上述部分
地区并伴有雷电及阵性大风，局

地有冰雹。随着降雨的来临，气
温将随之下滑，从 7 月中旬以来
的连日高温也将有所缓解，主城
明天最高气温将下滑至32℃。

专家提醒，随着今天立秋节
气的到来，我市将迎来降雨降
温。在此次降雨过程中，部分地
区将伴随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
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需
格外注意安全，外出时一定要关
好门窗，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另
外，由于前期连晴高温天气，重庆
部分区县已出现旱情，提请相关

部门和人员抓住此次降雨过程，
做好蓄水储水等工作。

据市气象台专家介绍，截至
昨日 17时，江津、丰都、巫山、北
碚、沙坪坝、忠县、奉节、璧山等8
个区县最高气温≥40℃；涪陵、开
州、铜梁、荣昌、綦江、永川、长寿、
武隆、彭水、万州、大足、垫江、潼
南、渝北、云阳、合川、巫溪、梁平、
巴南、石柱、黔江等 21 个区县最
高气温≥37℃且<40℃。上述地
区森林火险气象条件等级达到了
四级以上。

重庆商报讯 昨日下午，随着
此起彼伏的加油鼓劲声，一场别
开生面的水上拔河比赛，在南滨
路洋人街水公园举行。如果你也
感兴趣，可逢周末时到现场感受
和参与。

昨日下午 3点，随着裁判员一

声令下，水上拔河比赛正式开始。
据了解，参赛者是在水公园消暑纳
凉的市民，裁判员则是值班的救生
员。赛事规则为每次两支队伍，每
队 50人，共 100人参赛，市民现场
自愿报名参加，不分男女。

据 参 加 了 拔 河 比 赛 的 杨 先
生介绍，大家对输赢并不在乎，
参加比赛图的就是好耍刺激和
水中的清凉。站在齐膝深的水

中拔河，助威观众的加油鼓劲声
一波接一波，让身心都得到了放
松。据悉，昨日下午共举行了 6
轮水上拔河比赛，各有胜负。

洋人街水公园负责人表示，他
们首次举办水上拔河比赛，没想到
如此受市民欢迎。他们决定今后每
个周末都将举行这样的水上拔河比
赛，感兴趣的市民可现场自愿报名
参加。

要凉快啦！重庆今下午将强降雨
主城明天最高温将下滑至32℃

洋人街水公园另类消暑 邀你参加水上拔河比赛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友

车辆侧翻燃起大火 豆腐帮3万元“逃过一劫”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徐勤 实习生 郭羿君

今天将迎来“立秋”节气。这
意味着秋天开始，炎热的夏天即
将过去。但由于我国各地地域特
点差异太大，秋季开始时间也不
一致，不可能都在立秋这一天同
时进入秋天。因此，当立秋到来
时，我国很多地方仍处在炎热的
夏季之中。“就拿山城而言，立秋
后天气总趋势是白天热浪袭人，
早晚渐渐凉快。”气象专家表示，
目前我市正处在二伏天中，三伏

天还没走到头，暑气尚未消失。
立 秋 后 是 否 会 马 上 凉 爽 ？

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看来，还不
太可能。此外，根据我市多年气
象数据显示，要进入气象意义上
的秋天，一般要到 9 月下旬后
期，才能感到秋天的凉意。距离
8 月 21 日 出 伏 还 有 半 个 月 时
间。按此推算，大家还要过约一
个半月的夏天。

那 今 年 是 否 有“ 秋 老 虎 ”

呢？气象专家表示，“秋老虎”是
指立秋后到 8 月中旬这段时间
出现的连续晴热高温。就我市
而言，“秋老虎”是指立秋后一直
到 9 月 中 下 旬 出 现 的 极 端 高
温。根据多年气象资料显示，重
庆几乎每年立秋后都会碰到“秋
老虎”，持续时间有所不一，有时
短，有时长。今年有没有“秋老
虎”？气象专家表示，目前无法
下定论。

新闻纵深

今年有无“秋老虎”目前无法下定论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
人社局获悉，我市3个区县将招收
154名教育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
中酉阳面向社会公招聘教师 57
名，垫江县教育事业单位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应往届）大学毕业生50
名，彭水自治县公开考核招聘教育
事业单位全科教师及学前教育免
费师范生47名。

据悉，酉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教师 57 名，其中城区学校招聘教
师 24 名，桃花源街道中心幼儿园
招聘幼儿教师2名，乡镇幼儿园招
聘幼儿教师7名，村小全科教师招
聘24名。年龄要求在35周岁以下
（1981 年 8 月14日以后出生）。自
愿在该县最低服务年限 5 年及以
上。本次公开招聘采取现场诚信报
名的方式，报名时间：2017年8月14
日~15日，上午8：30~12：00，下午
14：30~18：00。报名地点：酉阳自治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楼会议
室（桃花源街道桃花源中路26号）。
本次报名不接受电话、传真、网上报
名，如需委托他人报名的，在出具上
述证件、资料的同时，还须出示委托
人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垫江县教育事业单位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应往届）大学毕业生
50名，年龄30周岁及以下（年龄计
算截止时间为报名前一天）；自愿
在招聘单位最低服务 5 周年及以
上，服务期内不得转聘到县外，5年
内主动提出与聘用单位解聘的，解
除聘用合同、终止人事关系并且按
照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之
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本次采取网
上报名方式，符合招聘条件的报考
人员登录网址：http：//cqdjwpzl.
x9.fjjsp01.com/all/pstart！ index.
action填写报名信息并打印报名资
格审查表。报名时间：2017年8月
12日8：30~8月13日24：00。笔试
时间为2017年8月17日，具体时间、
地点详见准考证。

此外，彭水自治县公开考核
招聘教育事业单位全科教师及
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生 47 名，本
次招聘的单位包括靛水街道大
厂完小、保家镇中心校、郁山镇
中心校、桑柘镇中心校等，招聘
范围为 2013 年由重庆第二师范
学院为彭水县定向培养的农村
小学全科教师和 2015 年由重庆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彭水
县定向培养的学前教育免费师
范生。需自愿到农村乡镇以下
学校从教不少于 6 年，否则承担
相应违约责任。

我市3区县教育事业单位公招154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今天：长江以北部分地区多云转雷阵雨，雨量普遍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雷雨时伴有阵
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大部地区气温 25～41℃，
城口及东南部23～39℃。主城多云转雷阵雨，29～39℃。

明天：各地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中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局地大暴
雨。雷雨时伴有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气温 21～34℃，城口及东南部
19～32℃。主城大雨，24～32℃。

后天：东南部地区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转多云。大部地区气温 20～
37℃，城口及东南部18～35℃。主城阴转多云，24～35℃。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水上拔河比赛现场 记者 郑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