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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法低温还原超纯超细铁粉一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重庆优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一步法低温还原超纯超细铁粉一期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形成，特向项目评价范围内周边公众进行公示，
公众可在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栏目（http:
//www.cqnc.gov.cn/zwgk_197/fdzdgknr/zdlyxxgk/
sthb/202005/t20200521_7466246.html）下载征求意见稿
全文及公众意见表，公众可于2020年5月22日~2020年5
月28日期间，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向
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重庆优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兹有渝北区航城喜地烧
烤店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5001127152473，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广州市缔造亿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情情、赵利（碚劳人仲案字〔2020〕第197至
198号）与你单位因解除劳动关系、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
等引起的劳动争议。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与相关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内。本委定于2020年8月17日上午9
时在本委仲裁庭（北碚区缙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笑笑萌萌餐饮店：
本委受理杨天容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
案字〔2020〕第1376号。因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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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
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16室（仲
裁四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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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

声 明
因代理公司未遵守重庆恒汇至城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91500106MA60WEP93C）指令擅自领取本公司公章（编号
5001068241492）、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68241493）、发
票专用章（编号5001068241494），本公司印章自2020年5
月11 日由代理公司领取至2020年5月18日期间，公司未对
外开展任何业务，未使用印章加盖任何文件。本公司已向公
安机关申请作废原印章并刻制新印章，特向社会声明，2020
年5月18日之前加盖本公司印章的任何文件均不代表本公
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公司无法律拘束力。特此声明。

声明人: 重庆恒汇至城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5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石龙镇畜牧兽医站依据《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5月26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石龙镇财政所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5月26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信胜财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MA5UN2XT1R）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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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

法人及股权变更公告:重庆旺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及股权
变更协议，原法人王俊林变更为魏富燕。原股东王俊林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现股东魏富燕。2020年5月24日以前所有债
权债务由原股东王俊林全权负责。2020年5月24日以后所有债权债
务由现股东魏富燕全权负责。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担保关系的
单位及个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向本公司申报。特此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确定违法建筑当事人的公告

渝规限拆巴南字[2020]第01号
经查，位于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其龙村四社修建的建(构)

筑物(附图详见李家沱街道公示栏)，未经规划许可，根据《重
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属于违法建筑。
因本机关无法确定违法建筑当事人，现发布公告，公告时间为
十日。请该违法建筑当事人在2020年6月5日前，到本机关
进行登记确认进行陈述申辩并接受处理；逾期未登记确认、陈
述申辩并接受处理的，将由巴南区人民政府根据《重庆市城乡
规划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三款和《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
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对该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华 联系电话: 62859358
联系地址:巴南区花溪街道民主新街十栋206

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5月26日

工伤认定举证公告
重庆市湖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松强向我局提交的其在你单位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
铜罐驿冬笋街老菜市场工程工地做工受伤的工伤认定申请，
我局已于2020年5月11日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直接或邮
寄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巴南人社伤险举字
〔2020〕10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上述文书。如
你单位对此工伤认定申请有异议，可在举证通知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我局举证（举证材料回复至：重庆市巴南区鱼洞
鱼轻路26号社保大厅213室，电话：023-62295972），逾期
未举证的，我局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作
出认定结论，你单位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重庆市巴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5月26日

减资公告：重庆大师兄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500000MA5U7Q4N6G)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减至10万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公 告
重庆佳兴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5

月6日发布人事任免通知，从2020年5月6
日起已免去曹荣重庆佳兴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贵州第一分公司负责人职务，并任命杨锐为
负责人，特此公告！

重庆佳兴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6日

投标客户：声明：北京优高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遗失重庆华润置地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7月30日开
具的（招标项目名称：重庆华润润西山项目展示区施工工
程）投标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编号：00182442，金额：
200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声明作废。
投标客户：声明：北京优高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
失重庆天拓置业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5月16日开具的（招标
项目名称：沙坪坝区西永组团L标准分区L63-1/06、L63-2/
06号宗地临时围挡工程）投标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00182483，金额：500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质优食品配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30MA5UP7C99K）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至2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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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波遗失认购恒大中央广场物业12-4002收据，编号为
zygcn0211324 金额（40571.76），声明作废●遗失杨万须（410303196810149931)长寿湖恒大湖山半
岛A2-1-2-504号房认购书编HDHSBD00001513作废●遗失胡霏（500382199708303622)长寿湖恒大湖山半岛
A2-1-1-203号房认购书编HDHSBD00001522作废●遗失赖维邦（510225196602175832)长寿湖恒大湖山半
岛A2-1-2-306号房认购书编HDHSBD00001558作废

三江街道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
项目位于綦江区三江街道水口村六社，总投资1.5亿元，

项目总用地面积98473m2，建设配怀舍2栋、分娩舍2栋，建成
后设计存栏母猪4800头，年出栏仔猪12万头。现根据国家法规
及规定，征求周边居民和单位对建设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详细信息见綦江论坛: http://bbs.cqqjnews.cn/。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3595023680
建设单位：重庆市綦江区星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津市工业品经营部清算小组公告
根据原江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7年8月吊销了江津

市工业品经营部的营业执照，同时在江津工商报第四版刊登了
公告，由于当时企业对债权债务未进行清偿，现由原江津市工
业品经营部清算小组对本企业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清偿，凡单
位和个人未进行清算的，在公告15天之内前来本清算小组进
行登记及清算清偿。如在有效期内未进行登记的，本小组概不
负责。联系人:彭先生 电话: 13638303266 特此公告

江津市工业品经营部清算小组 2020年5月26日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杨传彬2010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161，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冯叶全2010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214，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谭雪文2010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223，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胡井泉2010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068，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张国富2010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098，声明作废。

登报公告
重庆市南岸区四坪村老屋组石学英、陈显碧、石炳秀、陈应

美、陈应兰、陈霞、陈应彬、陈应敏、陈应惠、陈勇、陈小华、赵全：
经“渝府地〔2012〕1229 号、〔2013〕241 号、〔2013〕550 号、
〔2014〕908号、〔2013〕1113号、〔2014〕331号、〔2014〕429号、
〔2014〕1519号、〔2015〕661号、〔2015〕701号、〔2015〕932号、
〔2015〕973号、〔2015〕978号、〔2015〕1015号”批准，实施南岸区
城市规划建设（广阳湾产城融合示范区项目）。你户应拆迁房屋
在本次征收范围内，未与经开区征地服务中心签订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经开区征地服务中心和迎龙镇政府多次到你户住处送达
告知相关征地拆迁事宜未果。特登报告知，请你户户主自登报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领取《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办
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通知书》,并办理相关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事
宜（ 联 系 人 ：唐 鹏 飞 ；联 系 电 话 ：62777016）。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 2020年5月26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江津区祥豪·维多利亚港湾81#、82#楼方案调整的公告

维多利亚港湾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祥豪·维多利亚
港湾项目位于重庆市江津区东部新城A0-1号地块。目前项
目建设单位重庆祥豪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经审批的设计方
案81#、82#楼进行修改调整。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0年5月27日至
2020年6月2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
地、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对调整内容进行公
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
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
站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联 系 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20
电子邮箱：375460167@qq.com 邮 编: 402260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5月22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安澜镇畜牧兽医站依据《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5月
2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安澜镇财政所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5月25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中诚财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300359997）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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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爱岑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5U3UEY93）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重庆爱岑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英杰特流体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2105314）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
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英杰特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6日

●遗失2016年01月25日核发的重庆市川鑫
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905427033X8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川鑫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3844006767）声明作废

重庆老漆匠家俱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
银行重庆九龙坡区白市驿镇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52290701，账号：
50001037500052503010，声明作废。

重庆澳成物流有限公司渝D82015营运证500110107773遗失作废 。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B2A979营运
证500110065495遗失作废。重庆市万州区天梯物流有限公司渝F32209营运证500101025821遗失作废。和
诚公司渝BA268营运证500110068497遗失。汇旭盛公司渝D98132营运证500110109544遗失。重庆迦冠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渝AR323P营运证500112018669遗失作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渝
AN6038营运证遗失 。睿目公司渝AB105挂营运证500110063254遗失作废。明序公司渝BZ6037营运证
500103030267遗失。上佳公司渝D52956营运证500110109339遗失。骏豪万盛分公司渝BQ9123营运证
500110010574遗失。重庆传骑物流有限公司渝BR7616营运证500110050219遗失作废。重庆奔挥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BM2811营运证500115063740遗失作废。重庆驰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D12039营运证
500110103318遗失作废。重庆驰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F1298营运证500115052135遗失
注销。重庆博捷物流有限公司安全员刘兆银（身份证510214196909074826）安全证遗失作废。

通 知
重庆华蓥矿业有限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在合

川区三汇镇星寨村六社(原11社大坟山，高石头及乱石岗)破土
采矿，埋葬于此处的坟主左金全、贺青友等部份相关坟主及亲
属尚未领取坟墓搬迁费，请与坟主有关的亲属见报后在一周内
到重庆华蓥矿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领取坟墓搬迁费，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领取坟墓搬迁费，之后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特此通知

重庆华蓥矿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6日

●重庆德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500105676136223），声明作废。●陈霖霖遗失南方翻译学院学生证学号1913010313声明作废●重庆到家了樾辉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收据遗失申请作废2050851。●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8年级建筑系王
奕文学生证2018211153，声明作废。●遗失张祥合营业执照副本92500103MA5YYXQ08W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王金龙渝CK9832道
路运输证：渝500223013971，声明作废●本人遗失富力湾1-12-4装修押金收据
号：0067351，刘淑琴，特此声明。●遗失渝中区巴教村90号2-1房屋承租人尤露计租面
积35.6平方米的租赁证号七字第001643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参天水泥货运有限公司渝C69503营运证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永来调味品厂公章
壹枚，编号5003830057413声明作废●遗失赖思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9475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自强套装门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24593666181G）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苏源玺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2563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津区展梁建材经营部公章
一枚 编号5003815017068 声明作废●遗失黄蓉保险执业证66050300200165声明作废●马露萍保险执业证6605030019264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开具给重庆市永川区红瑞乐邦黎
泽林药店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编号001553232作废●本人杨松遗失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恒大城项目开具的C1-
105杨松收据号0041391金额2000元的收据一张，特此声明挂失作废●遗失1998年8月12日核发的重庆北部石化总公司沙坪坝经销
部（注册号98961636）营业执照正副本以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明泰劳务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0006）作废●遗失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巴南区门诊医药费专用收
据(空白收据一式三联)票号087099134特此声明作废●遗失张家槊医学出生证明H50037209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惠买宝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13708682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永神机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臻鼎化工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5MA5UJ8YN39)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2、3联,代码5000192130号码07604714特此声明● 遗 失 重 庆 马 小 达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印 章 备 案 回 执 ( 编 号
50010720190128025)、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78193454)声明作废●遗失2016.3.18核发的重庆市大渡口区三坤机械加工厂(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MA5U53G6X3)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康建食品店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重庆市涪陵区王家席舞蹈培训有限公司遗失建行涪陵渝涪支行营业部开
户许可证,账号50050131010000000088核准号J6690002487901作废●遗失比欧西(重庆)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作废●遗失重庆钟天民科技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陈利重庆正果装饰工程公司7578元保证金收据作废●重庆融金运输有限公司渝BZ6221营运证500110063450遗失●普顺公司渝BP6856营运证500115047570遗失补证●光银长寿分公司渝BM0375营运证500115026355遗失作废●遗失曾丽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331108作废●遗失胡紫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52823作废●遗失林长兵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4600202073作废●遗失林军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4600202112作废●李小红遗失 2015 年 11 月 10 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7606623504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嘉悦口腔医院有限公司忠县口腔门
诊部公章一枚，编号：5002331016679作废●遗失重庆三鼎泰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3834047258作废●遗失合川区可可理发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50038260496078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腾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金税盘，盘号661804689534作废

●遗失张培炜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19259作废●遗失赵吉良营业执照正本500224605397392作废●遗失何欣莹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013062作废●遗失重庆尊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公章编号500112710052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北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
印章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200121010）作废●遗失2020.4.23发渝北区央忠大药房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Y6JUW46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弘信黑山羊家庭农场公章
一枚，编号5002257008247声明作废●遗失忠县潘文副食经营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北部新区林鑫汽车轮胎销售行机动车
维修经营许可证，编号55556900131-307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江溪酒水经营部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JY15001180163230作废●遗失重庆竹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2211057644作废●遗失重庆原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一枚915001053527652185作废●遗失重庆迅乐文化传播工作室公章
壹枚(编号5002331024706)声明作废●公告：重庆中民仙丹炉燃气有限公司刻章证明（备案回
执）遗失，特此公告。重庆中民仙丹炉燃气有限公司●遗失荣代高 510229197412265634 钱淑琼 510321197403166348
之子荣誉2005年 5月31日出生证编号500119261作废

遗失2000年10月8日核发重庆北碚石化总公司招待
所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1911669作废
遗失2002年12月20日核发重庆北部石化总公司建筑
工程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1811096作废
遗失2000年5月29日核发重庆北部石化总公司冶金
炉料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1811089作废
遗失重庆北部石化总公司渝北分公司公章一枚及
2005年8月31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90352596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昨日早晨，重庆主城雨
水逐步停歇，天气阴冷，不少市民穿
着两件上衣外出，抵御寒冷。8时，重
庆 大 部 地 区 气 温 更 是 低 至 17-
19℃。14时，全市气温在16-25℃之
间，凉爽舒适。

市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重庆各
地将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仍有阵雨
出没，今天部分地区还有望迎来阳
光。未来3天，全市最高气温将难超

27℃，主城将难超25℃。
天气预报
今天，偏南地区阵雨转阴天，其余

地区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
17～27℃，城口及东南部14～26℃；主
城区：阴天间多云，19～25℃。

明天，大部地区阴天，中西部部分
地区夜间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16～26℃，城口及东南部15～25℃；主
城区：阵雨转阴天，19～23℃。

后天，西部阵雨转阴天，其余地区
阴天转阵雨或分散阵雨。大部分地区
气温 16～27℃，城口及东南部 14～
25℃；主城区：阵雨转阴天，19～24℃。

阴雨为主 凉爽舒适

公司转型全员做销售

昨日中午，记者在南岸区南坪万达广场的星
巴克外见到吴晓艳，她正在和朋友们吐槽最近工
作上的烦心事。她今年30岁，身高1米6左右，
穿着碎花裙，棕色跟鞋，目前在贝迪新城一家名
为微远会计培训公司做销售。

“我之前做的是人事招聘，非销售岗，现在被
迫转岗做销售。”晓艳说，公司去年7月才成立，加
上特殊时期，销售情况一直不理想。4月中旬，公
司作出决定，全员参与销售。

晓艳除了公司人事招聘外，具体就做一些销
售，有时到街上发传单，有时线上电话销售。“公
司还规定每天打50个销售电话，未完成的就扣部
门主管的钱，最后还是落在自己身上。”晓艳说，
这些自己基本能完成，但接下来公司出台的销售
奖励规定就令人无语了。

强制众筹奖励每周销冠

五一节后上班第一天，公司召集全员开会，
会上老板宣布设立销售奖励金，实行销售奖励
制，对每周销售第一名给予现金奖励。此外，最
佳销售团队也有300元奖励金。正当大家激动
之时，老板突然话锋一转：“这些奖励金不是公司
出，而是在座的每个人众筹，出钱不多，每人每周
30元，管理层每人每周50元。”

规定一经宣布，立刻一片哗然。“老板还说公
司没有受益，受益的是那些工作努力的人，这钱
不交还不行。”晓艳说，公司领导们没经过商量就
擅自决定，等于是强制大家出钱众筹。

昨日中午，晓艳的同事郑先生告诉记者，公
司专门销售团队有10人。加上培训师、后勤、人

事、活动策划等岗位共有25人，按人均30元
算，每周也有750元奖励金。若按月计算，无
论是对销冠个人还是销售团队，都是一笔不
错的收入。

员工不满这是变相惩罚

公司规定自5月8日起，每周三上交30

元众筹费给部门主管，“到今天为止，我已经交了
两次，共60元，就连刚入职的同事也不能幸免。”
晓艳告诉记者，尽管这笔钱公司出了账目明细，
但是这样的众筹总让人觉得有些怪怪的，左思右
想也找不出真正的受益者，甚至还有些荒唐。

“依我看，表面上说是奖励，实际这就是变相
的惩罚。”郑先生也对这项规定很不满。他认为，
对员工的奖励应当以精神鼓励为主，这种金钱奖
励只能让大家做一切事都向钱看，有点毁“三观”。

晓艳认为，强制员工众筹奖励金的方式不可
取，“每周从口袋里掏钱出来，客观上加重了经济
负担，对于老员工而言不算什么，对新入职薪水
本来就低的员工就有点水深火热了，大家挣钱都
不容易，怎么还倒贴钱了。”

晓艳和其他关系好的同事也在私底下吐槽
这一奇葩规定。有人认为，尽管重赏之下必有勇
夫，但是设立销售奖励金真正的受益者，永远是
销售拔尖的那几人，其他员工或许永远没机会。
这样奖励金本质上就是为销售拔尖的人设立的，
但钱却是大家出，有悖于公平公正原则。

老板称是为了激励员工

郑先生告诉记者，在公司工作这半年多来，
挣钱不多罚款倒不少，现在又出来个“众筹奖励
金”，也是让自己大开眼界。他也想过辞职，可在
父母那里从来报喜不报忧，现在特殊时期，担心
辞职找工作更难。

昨日下午，记者以吴晓艳朋友的身份联系上

老板杨先生，向他求证。对于公司
的众筹奖励制度，杨先生表示，公
司决策没有错，“众筹奖励的出发
点是为了激励员工，充分调动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

他还说，对员工工作就该有奖
惩，“不对就惩罚，有功劳就奖励，这
样才会有更高的工作效率，通过这两
周业绩来看，的确有不错的效果。”

但为何要让员工出钱众筹？杨先
生认为，这也是激励的一种手段，只有
工作越努力才会收获更多。接下来公
司还会进一步完善众筹奖励制度。

姜川（29岁，房屋中介）：做销售遇到过
五花八门的众筹制度，前一家公司团建还叫员工
出钱，名义上众筹，实际就是老板抠门，没多久员
工都相继离职了。

张雅君（26岁，英语翻译）：众筹设立销售奖
励金，实属下下策，既荒唐又搞笑。实在要奖励，
就该公司出钱，那样激励效价远大于金钱本身。

李林娟（28岁，人事主管）：用金钱来刺激工
作，有时确能起到正向激励作用，但有的人工作不
仅仅是为了钱，何况还让员工自己掏钱，那样负作
用只会更大。

律师：公司众筹做法不妥
针对公司员工众筹奖励销冠一事，记者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奖

励制度是由公司发起的，奖金理应由公司方出，“让员工众筹的做法明
显不妥，属于变相扣减员工工资，用于奖励其他人。”

根据我国《劳动法》相关规定，在劳动者已经为用人单位提供正常
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不得以不正当理由扣减劳动者的工资。“以奖
励销售冠军的名义让大家出钱众筹，显然属于不正当理由，劳动者可以
不出这份钱。”律师提醒，遇到不合理的行为，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用正
当的方式捍卫自身权益。 都市热报-厢遇记者 郎建荣

让员工众筹奖励销冠

是激励
还是惩罚

职场中，工作奖励金都是公司
出。可最近吴小姐遇到“怪事”。
一个月前，公司转型全员做销售，
为了激励员工，设立每周销售冠军
奖金，但资金不是由公司出，而是
所有员工众筹。公司规定一出，立
刻引来员工的不满，“我上班是为
了工作挣钱，怎么成了做慈善，还
倒贴钱？”

七嘴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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