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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银川市施宁能源物资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合同章一枚声明作废●涂跃飞：道路经营许可证，证号：500231012678遗失作废●重庆北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2份检测报告，编
号为008补P4101002000191、088P2202151900001，声明作废●遗失编号为NO.0012721收据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达韬建筑设计咨询工作室公章
一枚（编号：5002237045301），声明作废●遗失李成绩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2MA5YMKMH0P作废●遗失王梁镶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067635作废●遗失陈羡2019.8.15出生证明T500149620作废●重庆尊威物流有限公司渝BS3967营运证5001100
20919、渝BS3321营运证500110120214遗失作废●遗失重庆松生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383405982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宏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3834062655声明作废●重庆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子梨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章
壹枚，编号500233102629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协合全商贸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
执单，编码50011220200331108声明作废●遗失韩德明残疾证51022219710410771X53作废●遗失汪文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311045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油炸湾水果种植家庭
农场公章一枚，编号5002211033741作废

●重庆隐涵食品有限公司红色橡胶公章声明作废●重庆市恒展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2715营运证遗失补办●重庆两江新区早慧松龙幼儿园遗失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11420160929029），声明作废

通知
我单位职工杨文因个人原因于2021年2月28
日离职并解除劳动关系，但由于离职前未办理
完成离职手续和个人体检报告，请您在7个工
作日内到公司行政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如因
未能及时提供体检报告完善离职手续带来的一
切法律责任将由杨文本人承担，公司不予承担。

重庆优钛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8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化粪池清掏及
管网疏通服务竞争性谈判采购（第二次），估算总
投资40万元，合同期1年。请具有相应销售资质
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1年3月22日16:00前
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
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201室拷取采购文件。
联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报名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龙顶村小湾社刘常华（身份证51022219
6207194110）201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龙顶村小湾社刘常明（身份证51022219
6504294118）201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解除合同公告
刘丽：我与你曾于2019年3月5日签订了《绿化
工程合同》，你只完成了部分工程，但你栽植的行
道树和绿化树部分已死亡；为此，在于2020年11
月10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但你仍未履行。我二
次向你发出书面解除通知书，你均拒收。现公告
通知：我们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解除上述合同
及补充协议。该合同解除后我将另行委托第三
人对你未完成和补栽部分进行栽植；你给我造成
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我支付给第三人补栽的工
程款、对业主方的违约损失）将依法追偿。

公告人：郑全 2021年3月18日

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阳极氧化生产线项
目（三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公
示: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
限责任公司承担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阳
极氧化生产线项目（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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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已在巨科电
镀园区网站 http://www.cqjkhb.com/plus/view.
php?aid=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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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胡总17320490789。环评单位：重庆后科环
保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李 工 871784699@qq.com，
15123370521。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21.3

服务簿：证书印刷号：01146546，违法记
分印刷号：A01146546，内河适任证书：
证书号码：S500383198612204314，证书
印刷号：A0000200290，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北岸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2028707
84W，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为200万
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1年3月18日

聚熙公司渝D41456营运证500110110376遗失作废。
顺银公司渝DP5712营运证500110126505遗失作废。
凯富公司渝D27962营运证500110106673遗失作废，
渝D20956营运证500110120389遗失作废，渝
DW5955营运证500110118514遗失作废，渝D89628
营运证 500110119832 遗失作废，渝DB2851 营运证
500110118287遗失作废。尊福公司渝BY0691营运证
500110057263遗失作废。春暖花开公司渝D93919营
运证500110102508遗失作废。籍力公司渝D72253
营运证500110106791遗失作废。重庆融金运输有
限公司渝 D75595 号 500110104355 注销营运资
质。聚富公司渝BH8278营运证500110009866注
销，渝BU8906营运证500110028949注销。

重庆琦玮物流有限公司渝DF3827营运证500222113533遗失，富进万盛分公司渝BU515营
运证500110026458遗失，重庆兆松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D94118遗失，重庆捷可达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渝BN5609营运证500110001286遗失注销，重庆富奔物流有限公司渝BZ7817
营运证500115061432遗失作废，重庆宏炬物流有限公司渝D27732渝DG232挂营运证遗
失，旺友公司渝B3980挂营运证500110044945遗失作废，重庆龙凤呈祥运输有限公司营运
证渝BU0556渝BU3613渝BN6723渝BN3627渝BN2373渝BU5632营运证遗失，重庆能通
运输有限公司渝BU5306渝B12G17渝D35950营运证遗失作废，元仁公司渝BV9608营运证
500110045873遗失，遗失安迅公司车辆渝BJ9697渝BL3831营运证声明作废，重庆跨越运输有
限公司营运证渝 BZ1380 遗失作废。重庆瀚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G9610 营运证
500110006753渝 BJ5623营运证500110041906渝 BG3688营运证500110121039注销。
尊宏公司渝FBQ8079营运证500110010011渝BJ6852营运证500110004792注销，顺延公
司渝BN7259营运证500110085492渝BS1715营运证500110095192注销。

公告：重庆卡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1732、渝BV1695、渝BV1666、渝BV1657、渝
BV1598、渝 BV1507、渝 BV1176、渝 BS6693、渝 BS6525、渝 BS6500、渝 BS6305、渝
BS6211、渝 BS6202、渝 BS2136、渝 BQ7925、渝 BQ7737、渝 BQ7576、渝 BQ6682、渝
BQ6337、渝BQ5715、渝BQ5679、渝BQ5596车主已违反挂靠合同约定脱保脱审，请车主
见报3天内来公司购买保险和办理车辆年审手续，否则我公司将向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脱
保脱审期间关于此车任何安全、交通事故由驾驶员和车主承担，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胜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X5627、渝 BV9729、渝 BV7910、渝 BV6903、渝
BV5935、渝BV5931、渝BV3820、渝BT8195、渝A90797车主已违反挂靠合同约定脱保脱审，
请车主见报3天内来公司购买保险和办理车辆年审手续，否则我公司将向车管所办理注销登
记，脱保脱审期间关于此车任何安全、交通事故由驾驶员和车主承担，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强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Z3600、渝BY9186、渝BY7657、渝BY3231、渝BY2327、
渝BY1937、渝BX3017、渝BA312挂、渝AA520挂车主已违反挂靠合同约定脱保脱审，请车主
见报3天内来公司购买保险和办理车辆年审手续，否则我公司将向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脱保
脱审期间关于此车任何安全、交通事故由驾驶员和车主承担，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君睿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60961、渝D46215、渝D05868车主已违反挂靠合同约定脱
保脱审，请车主见报3天内来公司购买保险和办理车辆年审手续，否则我公司将向车管所办理注销
登记，脱保脱审期间关于此车任何安全、交通事故由驾驶员和车主承担，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安诚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03月14日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63号8-1
机构编码：210020000000800
业务范围：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
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03月15日
制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给主管申请不参加春游

近日，记者在渝北区西部奥特莱斯购
物广场见到了沈霞。她家住附近，才从渝
北区光电园一家数字传播公司下班归来。
虽然穿着、打扮得体精致，但掩不住她一脸
的疲惫和郁闷。

沈霞是去年上半年入职该公司的，在
设计部工作。上周，公司通知全体员工，
13日将组织大家前往江津中山古镇春游
和团建。沈霞说，当时，不少同事都在嘀咕
不太想去。

12日，也就是春游的前一天，沈霞加
班到晚上10点过。因为觉得太累，沈霞到
家后给主管发了微信，申请不参加春游。

但第二天一早，主管回复称：“不行，公
司统一活动，还是要来参加。”

全公司只有她一人缺席

“我来公司后，这也是公司第一次组织
出游活动，我真的不知道。”沈霞说，自己以
为就是一个春游活动，给主管说了就没事，
索性13日直接睡到10点过才起床。此
时，她也才看到主管的回复，以及自己手机
上的N个电话和微信。

沈霞先给同事回过去，才知道全公司
只有她一人缺席，大家集合后见她一直没
接电话，才启程前往江津中山古镇。这位
同事还建议：“你要不然去打个专车过来
嘛，不然老总说要处罚哟。”

沈霞说，自己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
放弃，觉得等自己收拾好了再赶过去，首
先是车费遭不住，其次是到达后大家连
午饭都结束了。随后，沈霞给主管发微
信说明了情况并道歉，但主管没有再回
复她。

会上宣布她被记旷工一天

到了周一上午，公司开周早会时，人力
资源部主管宣布，沈霞无故缺席公司春游
活动，算作旷工一天。

“旷工一天不仅要扣钱，还会和绩效及
年终奖金挂钩。”沈霞说，没参加春游竟然
会被记旷工，自己内心既委屈又不服，自己
是因为头天加班太累，才导致第二天没精
力参加春游的。而且，春游这种活动，应该
是自愿才对，怎么能计旷工？

沈霞的主管李女士则告诉她，已经强
调了是公司统一活动，第二天还反复联系
了她，但沈霞仍没来参加春游，相当于耍

“霸王假”，因此才被记作旷工的。主管还
在部门会议时又说了一遍：“公司统一安排
的活动，员工应该服从安排参加。如果人
人都目无规则，以后管理工作怎么开展？”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机场集团供图）昨日，重庆仙女山
机场传来消息，3月28日起，重庆仙女山机
场将开通4条航线。届时，来自上海、成
都、济南、杭州、北京等地的旅客可直飞武
隆，近距离感受“自然的遗产，世界的武隆”
的独特魅力。

据介绍，即将开通的航线分别为：济南
—武隆—成都；北京（大兴）—武隆—佛山；
上海（浦东）—武隆—成都；杭州—武隆—
成都。

其中，济南—武隆—成都往返航线，航
班号为:SC8763/4，由山东航空公司的波
音B737机型执飞，每周3班。每周二、四、
六的11点55分从济南起飞，16:40到达武
隆，空中飞行约2小时45分。17:25从武
隆起飞，18:45到达成都，空中飞行时间约
1小时20分钟。而返程航班中，武隆至济
南航班起飞时间为22:25。

北京（大兴）—武隆—佛山往返航线，
航班号为：KN5229/30,由中国联合航空公
司的波音B737机型执飞，每周4班。每周
一、三、五、七的11点从北京（大兴）起飞，
经过3小时左右飞行到达武隆，14:50从武
隆起飞前往佛山。而武隆飞往北京（大兴）
的出发航班起飞时间为19:25。

上海（浦东）—武隆—成都往返航线，
航班号为：9C6571/2，由春秋航空空客
A320执飞，每周4班。每周一、三、五、七
的12:05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2.5小时后

到达武隆，15:20从武隆起飞前往成都。
返程航班中，武隆出发前往上海（浦东）的
航班起飞时间是19:45。

杭州—武隆—成都往返航线，航班号
为GJ8559/60，由长龙航空公司空客A320
执飞，每周4班。每周一、三、五、七的9:50
从杭州起飞，2小时40分钟后落地武隆机
场，13:05武隆起飞前往成都。返程航班
中，武隆飞杭州航班起飞时间为18:30。

据了解，目前，各航空公司官网及各售
票平台均已开放购票通道。航线开通初
期，价格也有较大的优惠，武隆—成都机票
促销价格约200元，武隆—北京（大兴）机
票促销价格约300元，武隆到杭州、上海等
地机票促销价格约500元。

据悉，重庆仙女山机场位于重庆市武
隆区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旁，与公园核心
景区仅15分钟车程，与天生三桥、龙水峡
地缝、芙蓉洞、芙蓉江、天坑寨子等景区近
在咫尺。飞行区设计等级为
4C级，跑道长2800米、宽45
米，可起降主流的波音B737
和空客A320以及国产C919
飞机，能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6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500
吨、飞机起降量6360架次运
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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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66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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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210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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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开奖号码：02 06 10 32 33+0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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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开奖号码：5 2 3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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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66期

重庆仙女山机场月底将开通4条航线

缺席公司组织的周末春游
就该被记旷工？

没参加公司的春游活动，竟被
记旷工一天。26岁的沈小姐对此
感到很是不服。

她认为，春游≠工作，又是安
排在休息日，因此不该算旷工。但
领导认为，强调过这是公司统一活
动，就应该按时参加。

A、很愿意参加
江小姐（21岁 保险公司职员）：我

是比较愿意去的，这样可以增强和同事之
间的了解，方便以后工作比较好开展，但
是公司不能强制性要求。

李先生（32岁 行政主管）：公司组
织的活动，都有它的意义所在，肯定要积
极参加，增强团队凝聚力。

熊小姐（22岁 教育机构职员）：我
们公司都是年轻人，大家平时关系也很
好，所以如果组织春游等活动，我肯定很
愿意参加。除非身体不舒服或其他特殊
情况。

B、不愿意参加
张先生（29岁 汽车零件公司）：我

不想去参加工作以外的任何活动，因为平时工
作很忙很累，我只想用休息时间陪我的家人，而
不想在这个时间里，还要去陪同事和领导们。

冯女士：（32岁 设计师）：以前我很
喜欢也很积极参加公司的各种活动，无论
是团建、聚餐还是表演。但自从当妈妈以
后，每天都觉得时间精力不够用，基本都会
跟领导请假不参加，好在领导开明理解我。

周先生（27岁 销售）：我最不愿意参
加公司活动了，我觉得公司与其花这些钱组
织，还不如发个红包让大家在屋头休息哟。

对于沈小姐被记旷工的两点疑惑，重
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唐宏波律师进行了分
析和解答——

问题1：春游可以算作工作吗？

首先，公司并未在沈小姐入职时，将
工作内容包括春游的情况告知沈小姐，也
未在劳动合同中将春游约定为工作内容，
从这一点分析，沈小姐的工作内容不包括
春游。

其次，我们要了解单位组织的活动是
否是工作。若劳动者缺席与工作有关的
活动，单位可以依法对劳动者进行处罚。
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则不是工作。新闻中
的春游，唐宏波律师认为与用人单位的工

作无关，只是单位组织的放松、娱乐活动，
不是沈小姐的工作。

问题2：缺席春游可记旷工吗？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旷工。旷工，
在我国法律上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在
法律界通常对旷工的理解为：劳动者在工
作日无正当理由不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致使
工作缺勤的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从前面
的分析已知，春游不是沈小姐的工作内容，
不是与工作有关的活动，而新闻中也说明
周六是休息日，故唐宏波律师个人认为沈
小姐不参加春游并不构成旷工。

综上，唐宏波律师认为，用人单位不
能以沈小姐未参加春游而打沈小姐考勤。

探讨：你如何看待公司组织的活动？

律师点评 缺席春游不应记旷工

生涯规划与职场发展顾问谭刚强认
为：无论是公司组织聚餐、拓展团建活动
还是年会，都是企业文化、员工福利的体
现。对于员工来说，应该尽可能地积极参

加，借助这样的机会增进与同事、领导的
了解，甚至有的员工还能在活动中展现出
优秀的一面，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对
自己的职涯发展起到助力。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实习生 唐锐星

员工应尽量参加公司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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