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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约会必定迟到

徐琅今年26岁，22日傍晚，与
记者在渝北区爱融荟城见面时，他
穿着一身黑色职业装，戴着近视眼
镜，身高约1.72米，在汽博中心从事
汽车销售工作。

徐琅说，自己通过朋友的介绍
认识了小敏，3个月前两人确定了恋
爱关系，目前感情还不错。每周见
面两到三次，一起吃饭、逛街、郊游、
看电影。但令徐琅苦恼的是，女友
每次约会必定迟到。徐琅透露，正
月初五当天，他们约好去逛公园，但
约定时间过了90分钟，女友还没到
达见面地点，只在微信上不停说“快
了，快了”，徐琅直接负气而去，二人
至今仍在冷战。

为等她饿得头晕眼花

徐琅清晰记得，自己最初和小
敏约会时，有次约在九龙坡万象城
见面，头天晚上就说好，中午11点
半去吃烤肉，结果小敏接近1点才
到，“我本来很期待这顿午饭，早饭
都没吃，把我饿得头晕眼花的。”

小敏当时解释，自己想好好打

扮，没想到把时间耽误了。
此后，两人每次约会，除非

徐琅亲自去接，但凡是两人约在某
个地方见面，小敏必定让徐琅苦等

40分钟到90分钟不等。

女友称这是爱情考验

徐琅说，自己纳闷的是，小敏在
银行上班，工作中从不迟到早退，也
就是说，小敏的迟到只“针对”和自
己约会。徐琅还曾怀疑，是不是小
敏对自己不上心、不重视？

有次两人就迟到问题深度讨论
后，小敏终于透露了原因，她觉得女
生迟到很正常，因为出门前要准备
的事情很多，自己精心准备和打扮，
也侧面证明对约会的重视。另外，
小敏还认为，男生等待的过程中体
现的是耐心和包容性，算是一种爱
情考验。徐琅郁闷地说：“这种考验
我越来越觉得难以接受，因为等待
是一个很烦人很痛苦的过程，对约
会的期待值也直线下降。”

话题讨论
约会迟到是女性特权吗？

市民说——
小敏（25岁 女 徐琅女友）：

约会和上班不一样，约会肯
定要精心打扮和化妆，这就

很容易耽误时间，所以迟到真的很
正常，男生应该理解和包容（整理自
小敏发给徐琅的微信）。

黄静（29岁 女 设计师）：作
为女性，我认为这绝对不是任何人
的特权，守时是一种契约精神和教
养的体现。

胡先生（29岁 男 桌游吧老
板）：我的女友就这样，她动不动迟
到一个小时，我就想以后我也晚点
到嘛，但只要她到了我没到，她绝对
大发雷霆。
网友说——

小奥：我觉得守时是礼节之本，
纵容迟到就是不尊重自己。

康桥来啦：我也让我老婆体会
过几次被迟到的滋味，后来她就不
再这样做了。

茉莉花开：这取决于男方的态
度，如果女方迟到了还一个劲说不
要紧，那以后可能就会一直等。如
果第一次迟到就声明无法接受，女
方就会努力守时，总之不要惯出对
方的坏习惯。

专家点评
绝不要将迟到作考验

对于约会经常迟到的行为，伦
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博士、英国心理

学会特许咨询心理学家陈

志林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诉记者，
很早以前，网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

“迟到是女人的专利，等待是男人应
该的”，它被很多女人奉为经典，甚
至不少人认为约会迟到就是女
人的特权。实际上，在约会
中爱迟到的女生，分为
几种情况，或是因为自
己对时间掌控能力
不足而迟到；或是希
望通过晚点到来考
验对方的耐心；当
然也有综合两种原
因导致迟到的。

但实际上，迟
到就是非常不礼貌
的行为，更何况是反
复迟到。如果想要
精心打扮，或是动作
慢，可以提前一点开
始准备工作；而如果想
要以此作考验，更是大
可不必，爱情的包容应
该体现在平等、尊重的
基础上。因此，如果男方
遇到爱迟到的女方，建议
直接提出自己的异议和不
满，让女方及时纠正错误并
改正。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王薇

女友约会老是迟到
最近热播的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2》里，阿兰自爆和男朋友约会常常迟到，最多迟到过两个半小

时，引发全网热议。重庆小伙徐琅就有这样一位爱迟到的女友，他和女友交往3个多月来，每次约会女
友都会迟到，不过女友并不认为有错，她称这其实是对徐先生的耐心和包容度的考验。

被网约车拒载
21日，市民谢芳和女儿计

划搭乘网约车从大学城赶往璧
山，就在母女俩上车后开出约
50米，司机就抱怨路程太远来
回不挣钱，紧接着又以车子没
油为借口，将谢女士母女赶下
车。如此莫名其妙地被网约车
拒载，让谢女士很是恼火。

嫌不挣钱司机把乘客赶下车

谢芳今年38岁，家住大学
城金科廊桥水乡三组团。21日
下午4点，她和女儿计划去往
璧山青云路山居岁月小区办
事，随即打开手机APP，“因为
时间紧，就随便选了里面一个
招车软件，价格显示34块多，
跟平常相差不大。”很快，谢芳
手机就收到消息，网约车司机
接单了，显示是一辆渝A牌照

的白色网约车。5分钟后，网约车赶
到了谢芳定位的上车地点，“对方是
一名男司机，三十来岁，上车后司机
核对了一遍手机号，随后并没有快
速出发，而是缓慢行驶，还一边看手
机一边核对目的地。”

车子行驶了大约50米，订单目
的地显示在璧山青云路，司机随即
抱怨起来：“这价格跑这单不划算，
路太远了，不挣钱，要不你取消了
吧。”听到司机这样说，谢芳很生气，
之前打过很多次网约车，还从未遇
见半路上要求乘客取消订单的。没
想到，网约车司机却称：“我的车，我
想怎样就怎样，我想取消就取消。”
随即将车停在隧道口，把谢芳母女
赶下了车。谢芳拿出手机报警求
助，网约车司机却以“车子没油了”
为借口，快速驶离了现场，留下谢芳
母女俩无助地站在路边。

多方投诉未收到合理答复

“现在我越想越生气……”记者
昨天在谢芳手机里的出行软件上看
到，接订单的网约车司机姓叶，行程
约18公里，价格34.91元。到目前
为止，订单都还没有完成支付。“事
后我多次向某平台投诉，一开始回
复我说正在调查，后来就不了了之，
也没给我合理答复。”谈起当天的遭
遇，谢芳一脸的委屈和无奈。

随后，记者联系网约车司机无
果，又联系了某平台，给予的回复
是，经过多方核查，是司机称当时没
油了才拒绝载客的，但这样的回复
显然让谢芳无法接受。“如果车子真
没油了，那干嘛还要接单，并且还是
在行驶途中要求我们下车。”

微调查
六成市民曾遭网约车拒载

记者在花卉园街头随机对30位
市民进行了调查采访，有19人反映
在打网约车时曾被拒载过，占比6成
以上。然而在被拒载后，大多数人
嫌麻烦并没
有进行过投
诉。从统计
结果看，拒载
发生的时间
段集中在上
下班，还有一
些偏远郊区
会被拒载。

小 李
（男，19 岁，
大三学生）：
有次中午，从
大学城川美

打网约车去西永工业园，司机接单
了，但迟迟不来接我，等了20分钟，
车子在地图上一动不动，也不取消
订单，打电话也不接，最后还是我主
动取消的订单。

杨梅（女，23岁，美甲师）：有次
下午6点左右，从李子坝打网约车到
观音桥，先后打了 3 辆网约车都被
拒，估计就是看到路上有堵车。

梁晓东（男，29岁，网约车司
机）：曾遇到过一家5口人来搭车，拒
绝后还破口大骂，最后我还是没让
他们上车，毕竟安全第一位。还有
很多次乘客带宠物搭车，不让他们
上车可能被投诉，带上车又怕后面
坐车的乘客不舒服。

业内人士
网约车拒载主因是缺乏竞争

周强今年 40 岁，开网约车 3 年
多，在他看来，拒载的发生很大程度
是司机抱有侥幸心理。就以上下班
拒载为例，司机都想拉不堵车的，而
实际是想挑肥拣瘦，拉一些挣钱多的
活，而且乘客在这时一般不会较真。

记者了解到，重庆曾出台过多项
整治出租车拒载的措施，轻则罚款，
重则扣证吊销营业资格，但拒载仍时
有发生。业内人士胡先生认为，出现
拒载主因还是网约车营运市场供不
应求，缺乏竞争导致，司机们都想挑
活，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适当引入竞争
机制，完善打车服务体系。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郎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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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3163856 17090791000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寻人启事
寻找曾诚，性别男，年龄40岁，属猴，1999在
东江阴街做印刷行业，2000年前往深圳发
展，后成家，如有知情者请联系13162379728
汤荣15056848884龙霞13966550808张雷

●现有两江新区王静家具经营部（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
0MA5UFMXW7W）遗失刻制印章备案证明，特此说明！●遗失父亲钱锋，母亲马梅之女钱昕桐在2016年4月
29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008320声明作废●遗失父亲刘瑶，母亲黄恒英之女刘雨含于2015年2月2日在
开州区中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1897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修善堂远致大药房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王苹遗失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700102020000267作废●遗失罗世强保险资格证02000150000080020170323161作废●重庆恒航物流公司渝DG0555营运证500381034328遗失作废●遗失2021年01月2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马大会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61BF2A4T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狼切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10701530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石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冉晨遗失实习律师证一本，实习证
编号56792011111591，声明作废。●重庆古竹酒业有限公司遗失生产许可证副本和明细表，编
号SC11550011211134有效期至2021年4月04日，声明作废●南川区纹连副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工商注册号：500384607263842）声明作废

本人甘冬梅，购买双福兴茂北座4-1-15-
8收据遗失，收据单号1315934，首付款金
额93590元，收据单号1315933，大修基
金，金额6908元，收据单号1315932，契税
金额8901元，以上第二联遗失作废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6#水泥窑线协同处置固废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6#水泥窑线
协同处置固废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网站http://www.cqfd.
gov.cn/bm/gyyqgwh/zwgk_36090/fdzdgknr_36093/
lzyj_36094/qtgw_36096/202102/t20210219_8906721.
html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
站查询。建设单位：张老师,电话：13880592846,Email：
275625520@qq.com。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刘先生 450487634@qq.com，023-
62668337。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2021.2.19

公 告
重庆成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登记证号：

91500230MA6057NQ3E）2018年11月2日成
立，拟在丰都县太平坝乡开发“凤凰明都”项目。
自成立以来，有人擅自以本公司名义利用“凤凰
明都”项目，进行一些欺骗活动，为避免给我公司
造成更大损失及影响，避免给不明真相的单位和
个人造成损失，请在此公告之日起30天内，与我
公司有往来关系的个人和单位及时和我公司核
对确认往来事项。

我公司从未授权除法人外任何个人和单位
从事经营性活动，未取得委托或授权的个人及公
司均不得冒用本公司名义进行非法盈利性活动及
其他活动，不得利用本公司关联信息进行非法宣
传和销售。否则，本公司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联系人：邓女士 联系电话：15071775254
公告人：重庆成丰旅游发展有公司

2021年2月24日

遗失重庆唐冠汇德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各壹枚，公章
编号：5003834050332，财务专用章
编号：5003834050333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金山街道办事处遗失：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编号（2018）No:000384122、（2018）
No:000384123、（2018） No:000384124、（2018）
No:000384125、（2018）No:000384126（2018）No:
000384127、（2017）No:004794383声明作废

渝东北危险废物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渝东北
危险废物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
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
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
版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J- Mxj6VOpNkxFUjt_307tA 提 取 码 ：gtlw；
https://pan.baidu.com/s/1udn_SmWvaWycptyf
nDfZTwg提取码：dje7。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
括受建设单位影响或者关心工程建设的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个体。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
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公众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
后发送至建设单位联系人邮箱，或者电话向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建设单位：嘉
德利环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王总15086675003
811031202@qq.com；环评单位：重庆绿之豪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尹老师 18102338609 1835475436@qq.
com。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工作日内。

减资公告：经重庆银强管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25MA5UB9UD5T）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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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4日

遗失重庆帝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
A3HZ37 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进银公司渝
BA180挂营运证50011044765渝B9736挂营运
证500110041963遗失，綦展公司渝D12091营运
证 500222092896遗失，重庆金堆公司渝BS3005
营 运 证 500110115888 遗 失 ，骏 运 公 司 渝
AH3008营运证500115041586遗失作废，重庆
能通运输有限公司渝D38595营运证遗失作废，九
恒公司渝D18395营运证500115049279遗失作
废，茂隆公司渝BS6763营运证500110041298注
销，遗失嘉峰中涪公司渝D97297营运证作废，谚
霖公司渝 DS6157 营运证作废，同君公司渝
GG2208营运证作废，欣丰公司渝GG3808营运
证作废，汰泓公司渝G3266挂 营运证作废，嘉峰
公司渝G17588营运证作废，鼎乾公司渝DP1999
营运证作废，珈羚公司渝DY0175营运证作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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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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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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