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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绸厂服装经营部1997年03月04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5001121901148
遗失：重庆绸厂友谊经营部1996年 06月 13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5001121901149
遗失：重庆绸厂丝绸销售部1995年04月26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90350604
遗失：重庆绸厂丝绸销售部1995年01月03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5001121903769，声明作废。

九龙坡区传炬餐饮食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60JQ4G9G。遗失 2019 年 9
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根据渝府办[2019]9号文件精神要求，半山

崖线步道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的重
点工程，其建设途经用地均为已征收范围，在实
施过程中发现渝中区化龙桥上村处部分坟墓未
迁移（夜雨时刻平台旁），请坟主在2020年5月5
日前将已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坟墓迁出，逾期未
迁，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半山崖线步道工程项目部 2020年4月27日

遗失声明
重庆江泰律师事务所姚强遗失专职律师执业
证，证号：15001201710197545，声明作废。

2020年4月27日

遗失重庆力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南坪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62974202， 账 号
83100154740008649声明作废
詹敏遗失由重庆永川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物业保
证金：票据号：YCSG0774，金额2430元；质量保证金：票据号：
YCSG0775，金额10000元；POS机押金：票据号：YCSG0778，金
额5000元；装修押金：票据号：YCSG0776，金额5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由以上票据产生的一切纠纷与贵司无关。

公 告
原重庆坤盈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吴中秋、曾立军）：

本机关认定的何忠文死亡性质属于工伤的工伤认定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的60日内可
向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
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减资公告：经重庆鋐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4MA5U61T89D）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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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7日

拟减资公告
重庆农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6AUD0T，股
东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15000万元减
少到3000万元。按《公司法》的规定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偿债务。

重庆农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7日

以下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遗失作废。
曹廷海 512301197409169212
杨 彪 500102199411085596
陶堂伦 512301196809050267
陈培云 512301197208293110
周 庆 512301198308220511
袁宝川 230902197501110918
况平勇 512301197810089198
侯 波 511322198303182596

李昌其 500102199612050816
蒋 伟 512301197008141331
宋 川 500102198609051258
周明全 512301197610262179
庞张伟 512301198010200497
陈 勇 512324197501092777
胡昌海 512301196402279414
向会勤 522125198709011042
周 刚 50010219871110909X

肖忠文 500102198309176892
黎维福 500102198705076893
田梦桃 512301197502050013
熊 强 500102198809292996
张 庆 500102198910088711
邓 彪 512301197307138255
赵友波 500232198412305457
况小江 50010219910604873X
艾友平 512301198010217838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节能监察中心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4月27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俞枫物流有限公司渝D71921营运证号500110104850遗失作废
公告:重庆广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B2370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市綦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4506挂营运证(渝交
运管字500222072698号)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亿淼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305046771B）金税盘号：
661501236829声明作废
遗失上海龙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A2TN6E）金
税盘号：66171361530声明作废

公 告
九龙坡区中梁山同创宜欣木门制造厂（经营者 甘顺志）：

本机关受理的张兴平工伤认定申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受
理决定书、限期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认定。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减资公告：经重庆昌斗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MA60B4WP7L）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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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7日

重庆市江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国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赵友芬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公司地址无人进行有效签收，仲裁文书无法
送达，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津劳人仲案字〔2020〕第67号仲裁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小西门临江路244号三楼），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到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江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27日

减资公告：重庆锲金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9MA5U314H70经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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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6日

公 告
重庆市美展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杨刚于2019年12月5
日向我局提交工伤性质认定申请，我局于2019年12月9日受理，
2020年 1月 10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南川人社伤险认字
〔2020〕10号），认定杨刚2019年7月10日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
伤。因本局无法用其它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工伤认定文书，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工
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重庆市南川
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
个月内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4月 26日

遗失重庆市锐旺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D42676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金塔公司渝BA860挂营运证
500103024563 遗失作废。上顺公司渝D15822 营运证 500106041740 遗失。富进万盛分公司渝
BS8868营运证500110091713遗失。重庆市长庚物流有限公司渝BW0802营运证500115064397遗
失作废。吉虎公司渝 AA786 挂营运证 500222042999 遗失，吉虎公司渝 AA786 挂行驶证
5040004819603遗失。重庆强富物流有限公司渝BN5882营运证500110010325渝BS2573营运证
500110021001渝BV2062营运证500110085230遗失注销。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
司渝 AN5605 营运证遗失 。高安公司渝 B0A781 营运证 500110065905 渝 D90076 营运证
500110078724遗失作废。重庆恒途运输有限公司渝A9535挂营运证500115040628遗失作废。汇满
鑫公司渝D46085营运证500110072831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BF7196营运证 500115062960
渝AS8066营运证500115062957渝AS6652营运证500115041902 渝AS5731营运证500115041903
渝AH1221营运证500115045822渝BF9019营运证0617730遗失作废。上佳公司渝D71857营运证
500110112905遗失。重庆德高物流有限公司渝BZ6918营运证500110062435遗失。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四川飞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何平与你(单位)劳
动(人事)争议一案，案号为渝荣劳人仲案字(2020) 第129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年7月15日下午15时00分
在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昌州大道中段75号，重庆市荣昌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一号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4月24日

遗失作废公告
账户名：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号：
0601110120010010435，开户行：重庆农商行南坪分理
处，遗失印鉴章三枚，分别为：遗失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章一枚，遗失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遗失李和平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稚旗机电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代世模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
仲案字〔2019〕第2613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
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
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申请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本裁决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
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送达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2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天锤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范志华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号
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664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
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年7月9日上午9时30
分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派驻龙山仲裁庭开庭
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
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2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星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吴金京、方伟与你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
第961、962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
年7月14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三庭207室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
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2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勇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5YXU6K0F）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4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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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开县鑫怡房产中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U6MR75A）股
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整减至1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寻尸启事
2020年04月16日14时25分，在重庆市永川区S109省

道乐和乐都隧道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死者
系男性，身高1.57米，年龄约60-75岁。有知情者请与重庆
市永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联系。
闻警官：13638329291 田警官：13883211255
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2020年04月21日
通知：请刘冬梅于2020年5月12日上午9:00在渝中区大坪
协信总部城C1幢19楼会议室参加重庆林腾新博压铸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监事、经理的股东
会。逾期不参加，公司将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进行变更
和备案。 重庆林腾新博压铸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7日

废旧设备处置公告
我公司现有废旧设备需处置，处置方式采用整体打包，公

开竞卖方式进行。欢迎有意向的单位于2020年4月28日，
携带公司资质证明前来我公司报名，过时不待。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1号建设工业一号门
联系方式:黄老师18723347272 2020年4月24日

密封油再生回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办法》等相关规定，双钱集团（重庆）轮胎有限公司将“密封
油再生回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进行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文档链接：http://sq.cq.gov.cn/
news/news/2020-4/10_13445.shtml；2、纸质件查阅：建设单
位查阅地址：重庆市双桥经开区双钱路1号；环评单位查阅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数据谷东路C1栋10-2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边可能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
镇（街）相关部门等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q.cq.gov.cn/news/news/
2020-4/10_13445.s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公众可
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公示规定时间
内向我单位提交公众意见。法人等其他组织团体意见应注明团体
名称并加盖公章。 2、公众意见途径：建设单位：双钱集团（重庆）轮
胎有限公司；环评单位：中云智德（重庆）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先生 17783029013；联系人：黄希 13627690966；
E-mail：294597987@qq.com E-mail：28177673@qq.com；
地址：重庆市双桥经开区双钱路1号；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
道数据谷东路C1栋10-2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遗失秀山县中和街道山脚安置小区吴邦奇建设
用地批准书秀国土准建（2012）第1177号特此声明●遗失秀山县中和街道山脚安置小区谢红建设用
地批准书秀国土准建（2012）第1369号特此声明

公 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计公司")需对304#
建筑进行平基土石方施工，有意者请到西计公司领取询价
书。该公告有效时间截止2020年 4月30日上午12:00
时。联系人:鲁先生 联系电话:13883353285

公 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计公司”)需进行
304#建筑工程施工，有意者请到西计公司领取询价书。
该公告有效时问截止2020年4月30日上午12:00时。
联系人:鲁先生 联系电话:13883353285

公 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计公司”)需进
行102B#建筑工程施工，有意者请到西计公司领取询
价书。该公告有效时间载止2020年4月30日上午12:
00时。联系人:鲁先生 联系电话:13883353285

重庆丰铭炜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90万套仪表板、轮毂罩装
饰件、保险杠等汽车零部件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国瑞矿业有限公司年产90万套仪表板、轮毂罩装饰件、
保险杠等汽车零部件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公开以下
信息，征求相关公众意见。
1、征求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2、公众可前
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或通过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cWD5- 3NwnEQDZfP7pJfP4Q&#160; 提
取码：zig0）查阅报告书；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
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
24_665329.html；4、公众可通过来电、发送信函（地址：重庆市长
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22号）、电子邮件（17323565177@163.
com）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设单位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
17323565177；环评单位联系人：罗工，联系电话18996379276，
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议。

重庆丰铭炜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招聘简章
本公司专业从事危险废物（含医废）收集、处置和综合利

用，具有处置38大类、287小类、13.744万吨/年的危废经营
资质和能力。公司已被纳入重庆市环保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被列入重庆市环保产业重点项目，现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特
向社会招纳英才如下：
招聘岗位：
1.化工工艺、化学工程师各1名 待遇：4000-8000元/月；岗位
要求：（1）《化工工艺》《化工工艺与工程》《化学工程》《运用化
学》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2）年龄
26-40岁，具有5年以上化工、危废行业工作经验；（3）熟练掌握
CAD绘图技巧，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2.化工工艺主管1名 待遇：4000-8000元/月；岗位要求：
（1）《化工工艺》《化学工程》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年龄
26-40岁，具有3年以上化工、危废行业技术管理经验；（3）具
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危险废物处置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3.仪表工程师1名 待遇：4000-8000元/月；岗位要求：（1）
《仪表自动化》及相关专业，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
职称；（2）具有DCS、PLC控制系统相关专业知识，仪表故障诊
断和处置经验者优先。
4.文秘1名 待遇：3000-6000/月；岗位要求：（1）《文秘》《汉
语文学》《新闻学》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具有3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具有较强的公文写作能力，能熟练操
作office办公软件。
5.市场部副部长1名 待遇：8000-12000元/月；岗位要求：
（1）《市场营销》《经济学》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年
龄26-40岁，具有3年以上营销团队管理经验；（3）适应市内
外出差，能独立处理和解决各项营销计划任务。
6.业务经理6名 待遇：4000-6000元/月；岗位要求：（1）市
场营销、环保、化工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2）具有1年以上市
场营销业务经验者优先；（3）驾驶证C1照，有私车者优先。
二、工作地点：
1-4类招聘人员办公地：重庆市永川区港桥工业园区内；
5-6类招聘人员办公地：重庆市渝北区华融现代广场2号楼509室
三、福利：公司免费提供食宿；依法购买五险。
四、联系电话：华老师，023-49301700-8002 蒋老师，18581012856
公司邮箱：cqgqzm@chinazmhb.com

遗失重庆千亿嘉网络有限公司（账
号 3100086619200011384）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龙湖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85618401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潼南区明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60TC2P6P）股
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整减至200万
元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经重庆博美涂装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573425612P)股东会决定,
现将原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至1000万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特此公告。2020年04月26日

公 告
陈毅:本院受理原告李金炼诉被告陈毅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2020渝0109民初143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重庆永康物流有限公司渝BS9655营运证500110045382遗失作废
重庆鼎辉物流有限公司渝D16508营运证500110107984遗失作废
重庆同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S2509营运证500110019515遗失作废
重庆伟度公司渝DP2788营运证500110109195遗失作废
重庆青云运输有限公司渝A7572挂道路运输证500104007443遗失作废
重庆华旭物流有限公司渝BS5978营运证500110053096遗失作废
重庆建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N8058营运证号500110102603遗失注销
重庆丰荣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91089营运证500110047974遗失作废
重庆首邦物流有限公司渝B8625挂营运证500110024276遗失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
蒲云光遗失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

限公司2014年6月18日开据的22b-013棚
位保证金票据，票据号为9020792，金额为
585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我司承建的涪陵区马武镇方碑村土地整理A项

目工程，于2018年12月27日竣工验收交付，该工
程已结算完毕。请涉及该工程的劳务班组、供应商
以及相关债权人在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与我司联
系，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主张。特此公告！我司
联系电话：13883028050

四川伟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7日

●遗失：重庆绸厂经营部1992年05月08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9028302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绸厂经销部1990年08月21日核发的巜营业执
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5001051902214，声明作废。●遗失：何坤琴之女蒲雨桐在重庆市铜梁区永嘉
镇中心卫生院的出生医学证明存根遗失作废

●重庆逆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
（编号50022120190830009）遗失，登报声明
●遗失犇牛物流公司开具给的张伟收据一张，收据单号
7235365内容是犇牛公司买车定金额10000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鸿羽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公章编号:5002321001204声明作废
●重庆市第二十八中学校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沙坪坝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8675502），声明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龙源餐馆(税号92500000MA5YFTCJX2)税控盘(编
码44-661609762193)、发票专用章(编码5001001128334)声明作废
●美生宝(重庆)生物产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1枚及2019.2.26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J98R3J)特此声明
●王涵2012年重庆鲁能巴蜀中学毕业，身份证号
330382199312140407，档案遗失，声明作废。
●龙彤遗失普通高等学校（重庆市第一中
学）2008 年毕业毕业证书，特此声明。
●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人民政府遗失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
疗保险收费专用收据一张，票号：001143233，声明作废。
●遗失2018.11.29核发的福州融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6CEN06声明作废
●遗失2019.9.9核发的个体户黄祥东(江北区祥东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60HYJJXN声明作废
●遗失桂北芳（432926196309101013)长寿湖恒大湖山半岛A2-
23-1-204号房认购书编号：HDHSBD00001127声明作废。
●方缨遗失护士执业证200951013895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兴叶水果种植股份合作社2019.3.18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5MA60A3190T声明作废
●重庆两江新区北大资源凯斯幼儿园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91MJP565655D，作废
●重庆顺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兴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1月5日核发南岸区名思发型设计室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8604765786声明作废
●遗失蔡文杰保险执业证66050351200024声明作废
●遗失父亲曾维礼、母亲牟昌兰之女曾露在2017年2月
20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2139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德安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居间合同，编号
DAJ0001535和房屋租赁合同，编号DAJ0000233声明作废
●遗失父亲赵练、母亲杨志容之女赵芯瑶在2011年8月
30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316619声明作废
●遗失聂明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04993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臻沐卫浴设备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3817026057 声明作废
●实鑫公司渝BM0253营运证：500115052223遗失作废

●余绪堂遗失许可证JY25001070165438正副本作废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潼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邓远康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70500633作废
●遗失长寿区旭辉建材经营部公章及发票专用章印
章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170410019）作废
●遗失2019.6.14发重庆丽格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U2X538作废
●遗失唐成菊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15001060174722作废
●遗失綦江区韵味妈妈产后恢复中心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2017.03.22发张盛萍执照正本92500112MA5UFLUC1Q作废
●遗失杨吉法人私章一枚，编号5002211057888作废
●遗失吴永青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060156338作废
●遗失冉茂友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
证编号50121811003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雅堂小超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038052997作废
●遗失蒋子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N350143775作废
●遗失蒋子涤出生医学证明，编号N350143774作废
●遗失2019.12.20发陈世明执照副本92500107MA60NTLX6W作废
●遗失重庆清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
执编号50011220170222001作废
●成都铁路公安局重庆公安处蒲海鹰遗
失警官证，警号：112180，声明作废
●更正：重庆新之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在重
庆晚报刊登的注销公告：由股东会议决定更正为股东决定。

●重庆寒舍云藏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中信银行重庆分行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账号8111201013100258977，核
准号J65300764966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寒舍云藏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
枚，编号5001057086757，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昨日，重庆市气象台预
计，最近两天重庆晴好天气持续，最高
气温将飙升至33℃。

专家提醒，春捂秋冻，衣物不要减
得太快太早。如果活动时出汗，请减

少运动量或解开外衣钮扣降温，不要
一下子脱掉外衣，否则反而容易着凉。

最近3天天气预报
27 日白天，各地晴间多云，东北

部午后局地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11～30℃，城口及东南部 9～29℃。

主城区晴间多云，气温15～27℃。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各地晴间多

云，东北部午后局地阵雨。大部分地区气
温13～33℃，城口及东南部11～30℃。
主城区晴间多云，气温17～30℃。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各地多云
间阴。大部分地区气温15～31℃，城
口及东南部 13～29℃。主城区多云
间阴，气温20～28℃。

明天最高气温33℃

弄得大家心情不好

以往每年三四月份，杨凤婷所在
公司都会进行一次集体涨薪。但前
段时间，公司决定不再集体涨薪，理由
首先是今后涨薪要根据个人能力，其次

是为了激励个别不思进取的员工。
“以前虽然涨薪多少不一，但不管工

作表现如何，每个人每年都能涨点。现
在如果工作不是特别突出，涨薪很难。”
杨凤婷说。

4月24日，记者在石桥铺轨道
站5号出口见到了刚下班的杨凤婷
和同事芳芳。

杨凤婷28岁，身高1.65米，家
住九龙坡区白桃路2号，在一家汽
配厂做HR（人力资源）。“对于不再

集体涨薪这事，大部分人发发牢骚就
过了，也就小赵抱怨最多。”

杨凤婷口中的小赵，是同一个办
公室做行政的同事，5年前一同入职。

杨凤婷介绍，最近这些天，小
赵总在办公室埋怨：虽然涨得不
多，但以往每年这个时候就盼着涨

薪，现在盼头没了……
“很多人对不再集体涨薪都有些发牢

骚，可像小赵那样天天埋怨，弄得大家心
情更不好了。”杨凤婷说。

把不舒服传染大家

杨凤婷说，除了涨薪这事，只要加班，
小赵就抱怨：“又要加班，太烦了”。到了
加班时间，小赵做事又很拖延。

“我们虽然岗位不同，但有些事情还
是有交叉，很多加班都是一起的，大家都
想把事情早点做完早回家，可就听到她

的抱怨声，大家情绪也受影响了。”杨凤
婷说。

让杨凤婷郁闷的事还有，只要公司新
进了员工，小赵都会抱怨：自己入职5年
了，工资才比新人多1000多元。

“我和她是5年前一同入职的，当时
新员工入职底薪2500元，这几年新人底
薪逐渐到了4000元。”杨凤婷说，不过，
这几年入职底薪提高了，老员工薪水也
在涨。

“现在的生活水平远比5年前高，新
人底薪应该提高。可她自己一个人抱怨
就算了，非得要来影响大家，让我心里也
觉得有些不平衡。”杨凤婷说。

每次听到小赵的各种抱怨，杨凤婷都
会开导对方，也暗示对方积极面对，多点
正能量，可是没什么效果。

杨凤婷告诉记者，受小赵影响，最近
她都感觉工作不如意的时候变多了。

“面对她的各种负能量，我也不知如
何是好。告诉领导吧，但我不想成为打小
报告的人，更怕伤害5年来的感情。远离
她吧，又都在同一间办公室。”杨凤婷说。

芳芳对于小赵的负能量情绪，也有些
不满。“她说出来倒是舒服了，可是她不应
该把自己的不舒服传染给大家。”芳芳说。

吐槽只是发泄情绪

“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心里憋着
话难受，没想到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的困
扰。”当天，小赵从记者处得知同事对她的
看法后对记者说。

得知她的负能量情绪影响到一些同
事后，小赵表示，自己平时吐槽只是想发
泄情绪，没想到引起大家不满。今后她会
有所注意，尽量不影响到大家。

（当事人均为化名）

遇到这种同事，你怎么办？
一、直接提出
江静（55岁 女 自由职业）：我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负能量

同事，也曾给我带来郁闷和纠结，后来我给对方提了意见，对方也
改了许多。遇到这种事，如果对方是值得深交的同事，更要找机会
提出来。

萍萍（30岁 女 销售）：销售压力大，常常晚上睡不着，我觉得自
己就有一点负能量，每个月都会来一两次。当然，如果我影响到别人，别
人也批评了我，我就要好好改正。

胡军（27岁 男 安防公司职员）：负能量很容易传染他人，虽然我还
没有遇到过，但遇到后我会第一时间给对方指出来。

二、置之不理
小陈（23岁 男 新媒体编辑）：我们晚上加班一般没得加班工资，只

有周末整天加班才有。遇到晚上加班，身边就有同事抱怨，可当他负责的
项目提成发下来，他又笑开了花。面对负能量同事，我会充耳不闻，不加理
会，因为我的心里永远有个小太阳，没必要在意同事的负能量。

昱霖（29岁 女 美妆店老板）：以前上班时遇到过负能量同事。我总
结了一下，他们最喜欢听的就是比谁更凄惨的故事，然后心理就平衡了，嘴
巴就消停了。我遇到这种事，一般都是无视。

公司不涨薪，她天天发牢骚
晚上要加班，她做事很拖延

新人底薪高，她也各种不满

遇到这种同事
你该如何面对

公司经常要求
员工晚上加班而且
没得加班工资，你
肯定烦；如果再加
上一个天天抱怨的
同事，你可能更
烦。最近，杨凤婷
就因为同事的负能
量情绪而苦恼。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张春莲

加班

牢
骚

一味抱怨只能让旁人厌恶
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谭刚强认为，职场上人与人的职位不同、

待遇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因此难免有些人会抱怨，会有一些负
能量。当自己有了一些负能量时，应该思考自己是否有进步，在企业当中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担当了什么，要有正确的评估，而不是一味抱怨。一味抱
怨，只能使旁人产生厌恶情绪。

当身边有这样的负能量同事时，一般来讲应该保持两种态度。一是不
掺和。因为，对于职场人士来说，能否做好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当企业有困
难时，要尽力与企业一起共渡难关，只有企业经营情况好了，自己的收入才
会更好。反之，如果受同事的负能量情绪影响，自己也觉得很吃亏，觉得公
司待遇不好，到最后你可能只有放弃这份工作。二是直接表明自己的态
度。如果同事的负能量情绪太大，你可以直接告诉对方“你这些意见，应该
向公司负责人反映”。如果同事的负能量情绪一再影响大家，你也可以向上
级反映，但这一步应该放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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