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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看天

重庆市第二交通技工学校原校长

明日阴雨又来

刘伟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市气象台预计，周四，重庆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坪坝河谷地区早
上有雾，阳光依旧灿烂，全市最高气温 26℃。周五中西部和东南部阴天转小
雨，
东北部多云转阴天，局地有零星小雨。

主城三天天气：
今天 多云 1
6
℃～2
4
℃
明天 多云转阴天 1
7
℃～2
2
℃
后天 阴天有小雨 1
6
℃～1
9
℃
据上游新闻

据涪陵区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涪陵区委批准，涪陵区纪委监委对重
庆市第二交通技工学校原党总支书记、校长刘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
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
刘伟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收受
礼品礼金；违反组织纪律，个人擅自决定重大工程事项；违反生活纪律。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刘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纪法意识淡薄，对党不忠诚不
老实，工作独断专行，搞“一言堂”，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应予
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
关规定，
经涪陵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涪陵区委批准，决定给予刘伟开
除党籍处分；由涪陵区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私车公养、违规收受礼金…

这些干部被市纪委通报

重庆高速公路发生事故

微信定位一键报警
昨日，
记者从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获悉，
重庆高速公路微信定位
报警功能在渝西片区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范围内）试用，主要用于高速公路交通事
故报警、故障车辆求助报警。

操作方法>>
1.
打开微信，在搜索栏输入【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点击搜索，出现右上带“√”符号
为通过认证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已经关注过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微
信公众号的可直接进入第 2步；
2.
进入“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业务指南】里面【一键报
案】，进入高速公路第五支队定位报警界面，
点击中间【定位报警】按钮；
3.
进入定位报警界面，提示地理位置授权，点击【确定】同意获取位置信息，在空白框内
输入报警人电话号码以便执法部门及时与报警人取得后续联系，点击立即报警按钮拨打高
速执法部门电话即可。
记者 夏祥洲

昨日，
重庆市纪委通报 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分别是：
1.
南岸区峡口镇城管执法大队协管队员谭华私车公养问题。2017年 8
月至 2018年 2月，谭华违规使用公务加油卡为自己私车和朋友货车加油，
共计 5397.
4元。2018年 6月，谭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因监管不力，时任峡
口镇党政办主任谢子勇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违纪款项已清退。
2.
南川区拘留所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5年 6月至 2016年 11月，
南川区拘留所以电话费补贴名义违规发放津补贴，共计 3.
73万元，原所长
李全正负有领导责任。同时，李全正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7年 8月，
李全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已收缴。
3.
武隆区武隆中学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工会主席邓里谦违规收受礼
金问题。2018年 1月，邓里谦为家人操办婚事时，违规收受本单位教职工
礼金 7.
47万元。2018年 7月，邓里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纪款项已清退。
4.
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总务处主任彭海燕等人收受礼金问题。2016
年至 2017年，彭海燕和县职教中心教务处副主任李红梅在负责实施建筑专
业实训基地项目中，分别收受施工方赠送的礼金 0.
8万元、1.
2万元。2018
年 6月，彭海燕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李红梅受到政务记过处分，违纪款
项已收缴。
据华龙网

大渡口区招聘教师 45人

好又多超市重现山城？
“前几天我去渝北的嘉鸿大道
上的一家好又多买了一箱牛奶，可
是好又多不是已经被沃尔玛收购了
吗？”市民陈先生很是疑惑，这究竟
是原来的“好又多”重出江湖，还是
山寨好又多？对此，记者进行了调
查。
近日，
记者根据市民的指引，
在
渝北嘉鸿大道时光城附近找到了这
家“好又多”。记者远远就看到“好
又多超市”
字样的招牌，但字体颜色
不同于以前的
“好又多”超市以红色
基调为主，而是黄色，大家熟悉的
“TRUST-MART”英 文 则 变 为
“TRUST-MQRT”
。
随后，
在
“好又多”
超市里，
记者
看到，这家“好又多”也以零售日用百货为主，有化妆品、日用品、水果、蔬菜等区域。工作人员均穿着背上
印有
“好又多”
字样的红色马甲或是印有
“好又多”
字样的红色 T桖。
究竟是不是同一家“好又多”呢？现场人员称：
“我们是一家。”但在记者追问之下，该工作人员表示：
“不太清楚，
需跟老板进行了解。”
通过查询座机电话，
记者联系到一位相关负责人，
但该负责人也表示，
自己是
“初来乍到”
，对此不太清
楚，
目前重庆仅有一家
“好又多超市”。
沃尔玛重庆相关人士确认，这家“好又多”并非此前收购的“好又多”，重庆此前的“好又多”仅有三家，
分别位于南坪、沙坪坝、上清寺，而这家
“好又多”和沃尔玛也无任何关系。
记者以“好又多超市、重庆”在百度搜索，发现有 26条信息。而在重庆市工商局官网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系统（重庆）进行查询，公司注册名里含有“好又多”三个字的企业不在少数，多达近 100家。其中，12家
公司从事超市业务，
诸如
“好又多超市有限公司”
、
“好又多精品超市”
、
“好又多食品超市”等。
据公开资料显示，
“好又多”是经国家商务部批准的外资商业企业，1997年 8月成立，旗下经营的大型
连锁店（含加盟）最多时达到 100多家，经营品项近两万种。
2007年 2月，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购买好又多超市的运营商公司 BOUNTEOUS COMPANY
LI
MI
TED35%股权，
同时以向其他股东提供 3.
76亿美元贷款为条件，
换取额外的 30%投票权。沃尔玛
虽然只有35%的股权，
却拥有65%的投票权，
实际上全面掌握了好又多的经营。根据协议，
如果好
又多 2010年 2月完成门店外资性质改造，
沃尔玛有权在 2010年扩大股权比例，
成为好又多的控
股股东。经过一番波折，
沃尔玛于2012年6月完成了对好又多的收购。
据上游财经

昨日，记者从大渡口区教委获悉，大渡口区面向 2019年应届
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教育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45名。招聘单位包
括重庆市茄子溪中学、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大渡口幼儿园等 10所
学校，招聘岗位包括语文教师、数学教师等，即日起至 10月 16日
可报名。
据上游新闻

下周末去北滨路烫火锅
10月 19日—22日，第十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就要
在北滨路金源时代购物广场举行，市民可以在下个周末赴火锅盛
宴。
今年的火锅节将继续以“麻辣 happy 城市节日”为主题，
近 50000平米的展出规模，集结 70余个火锅品牌、300余家火锅
供应链企业，以及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火锅行业大咖、美食专家、
文化学者及火锅行业从业人员参与，打造一个全民参与的狂欢盛
宴。
记者 聂莎

看一眼手机等于盲开 50米
开车时看一眼手机最少需要 3秒，假如以时速 60公里开车，
这 3秒钟就会开出 50米，而这 50米完全是在盲开。如果以时速
50公里开车，发生事故时，车辆相当于从 3楼跌落；时速 80公里，
相当于从 8楼跌落；时速 100公里，相当于从 13楼跌落；时速 120
公里则相当于从 19楼跌落！昨日，在两江新区与大陆集团联合
开展的 2018青年安全驾驶宣传日上，记者获得这样的惊人信息。
近日，一家公益组织和众泽益对上海、杭州、济南、重庆、青
岛、成都、沈阳、西安、太原 9座城市中 18-34周岁的青年驾驶人
群进行了调查，获取了 2486份有效调查问卷，发布了《2018中国
青年注意力分散与交通事故调研白皮书》
（下称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
“缺乏安全意识”程度越高，发生交通事故的
次数越多；
“ 不安全驾驶”行为越多，发生交通事故的次数越
高。青年开车时，出现 10大注意力分散行为的频率，与同乘人
员 聊 天 占 到 了 73%，调 整 车 载 设 备 占 58%，拨 打 接 听 电 话 占
56%，接听发送语音信息占 49%。此外，有近 30%的受访青年未
认识到驾驶中注意力分散的危险。
记者 聂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