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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昨日早晨，火热的阳光照
进山城。截至15时，沙坪坝站最高气
温达到35℃，最热万州达37.1℃。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
有雷阵雨天气过程，东北部大部地区

大雨到暴雨；后天，大部地区多云。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3～32℃。
明天：雷阵雨，气温22～27℃。
后天：多云转晴，气温20～30℃。

雨来了！今明两天有雷阵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万春）9月24日，由璧山区纪委监委机
关、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区妇联在党务干部培
训班中联合开展“清风常伴·廉洁齐家”主题
家庭助廉立德活动，共计310余人参与本次
培训。

讲座开始前，全体党员观看了《远离家庭

腐败》廉政教育专题片，片中涉案人员现身说
法，警示大家。随后，由党员代表向全区的党
员干部及家属发起家庭助廉立德倡议。

璧山区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杨茂林以
“严守党纪法规 护好幸福家庭——坚定不
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主题
讲授廉政党课，要求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亲

情，带头抓好家风建设，做到家风正、作风淳，
廉洁奉公、清白干净，以优良家风推进党风政
风民风的持续好转。

据悉，本次活动到场的每个党员都签订
了《廉洁立德承诺书》，做出了自己的承诺，当
好家庭的“廉模范”“廉关键”，做到严于律己、
严管家人、严立家规，以严治家，以德立家。

璧山区妇联开展“清风常伴·廉洁齐家”家庭助廉立德活动

和同事们AA制吃饭，是许多白领
在公司的用餐方式。觉得花钱不多又能
吃得更好，同时还能增加同事感情。但
这样的方式，对于有的人来说，却衍生了
一些苦恼。

案例① 吃得太多遭吐槽
倾诉者：江晓嫣 女 27岁 新媒体编辑

今年5月，我来到这家位于大渡口
区的公司上班。部门的4位同事每天中
午一起搭伙吃饭，他们也邀请我加入其
中，我当然很乐意。每天中午下班后，就
和他们一起去吃馆子，费用AA制。

但问题来了，我属于“大胃王”，每顿
都忍不住吃很多，尤其是菜吃得多。最
初，同事小刘半开玩笑地说：“哎呀，这盘
鱼香肉丝，起码有一半都是晓嫣吃的。”
后来，这种玩笑成了常态。同事们经常
说，只要有我在，大家吃菜一定要抢着
吃，不然可能吃不饱。

真正让我意识到难堪的，是别的部
门同事告诉我，和我搭伙的同事当中，有
人说不想和我继续搭伙了，觉得很吃亏。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过控
制食量，但我多年来的饮食习惯很难改变。
但如果直接退出，又很容易被大家孤立。

案例② 口味不合惹矛盾
倾诉者：小陈 男 24岁 游戏测试员

我们公司在观音桥，附近好吃的很

多。之前我们公司6个年轻人一起，组
成了“午饭团”，中午一起到处吃馆子。
但现在，“午饭团”解散了，只剩下两三个
人还在一起吃。

矛盾原因很简单，大家的口味不
合。有的人喜欢吃面食，有的人喜欢吃
米饭，有的人喜欢麻辣口味，也有人喜欢
清淡口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根
本照顾不过来。

时间一长，就有人陆陆续续退团。现在
剩下的两三个人，则是口味相合的那几个。
我现在也是和口味相合的一个男同事另外
组了团，每天一起喊外卖，再AA分摊。

案例③ 总吃贵的遭不住
倾诉者：婧婧 女 26岁 文案专员

我们部门经常加班，所以部门的5
个同事一致约好，每次交100元~200元
团费给组长，然后午餐、下午茶、晚餐甚
至夜宵都经常一起吃。

虽然这样的方式非常棒，大家都很
开心，但钱也花得非常快。有时候头天
才交100元团费，第二天又需要重新交
团费。每周有五天和同事一起吃，长期
下来，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的房
租、生活费都要成问题了。

但说实话，部门同事们一起吃吃喝
喝，真的很增进感情。大家相处得像家
人一样亲近，工作合作起来也非常和
谐。所以，尽管钱包遭不住，但我一直还
是按时交着团费。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通讯员 向忻）近日，大渡口万有社区
在辖区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院坝会，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政策宣讲、
模拟分类投放，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活动吸引200余名居民参与。

模拟垃圾分类投放
引导居民参与

“原本说好的是兼职，现在做得比自己绩
效考核以内的工作还多。”蒋燕从事公司行政
工作，年初和另外一名同事分工时明确，一个
负责招聘，一个负责内勤。蒋燕的绩效考核
就是内勤。但上半年到现在一直忙着招人，
蒋燕也一直兼职帮同事做招聘，还经常加
班。“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兼职部分工作推
掉？这原本就不在绩效考核范围内。”蒋燕很
苦恼。

一人身兼两职

昨日中午，记者与蒋燕在南坪上海城大
厦楼下见面。24岁的她身着短衬衫、休闲
裤，留着学生头，一脸青涩，看样子参加工作
不久。“每天的工作很忙，但忙的又不是我的
本职工作。”她有些无奈地说道。

年初，蒋燕应聘来到上海城大厦一家广告
公司上班，被划归到行政部门，“公司不大，部
门就我和另外一名同事刘姐。”蒋燕说，刚进公
司那会儿，经理就给她俩专门安排了任务。

“经理说的是，让我负责内勤，刘姐比较
有经验，负责招聘，每个月根据各自表现进行
绩效考核。”蒋燕说，刚开始两人都是各司其
职，每月也按考核领薪水，可到了4月中旬，
秩序突然乱了。

蒋燕告诉记者，当月公司突然辞退两拨
人，为了正常运转，不得不紧急招人，“经理就
让我兼职配合刘姐一起做招聘，但考核报酬
这块却只字没提，只说让我先试一试。”蒋燕
说，一开始以为就是帮帮忙，没想到后面兼职
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兼职却没报酬

一天，刘姐突然在微信发消息给蒋燕，上
面写着“公司急招3名销售，你帮忙弄一下招
聘启事。”刘姐说，自己还有其他招聘要弄，来
不及了，所以拜托她先写一个招聘框架出来。

为了配合刘姐的招聘工作，蒋燕不得不
重新学习招聘知识，翻阅各种资料，“有时忙

到深夜，还在修改招聘启事，筛选简历等工
作。”蒋燕的男友说，自从4月份接了招聘的
活，女友不仅每天上班忙内勤，下班了还得回
家张罗招聘的事，很久都没休息好了。

渐渐地，蒋燕的工作变成了内勤+人事
招聘。原本答应经理的兼职做招聘，实际已
经占据了蒋燕60%的工作量，甚至更多。不
仅如此，遇到有些急聘，蒋燕还要跟着周末加
班，“印象中，加班都有七八次了。”

更无奈的是，每到月底，蒋燕一看工作考
核还是内勤的工作量，而兼职做招聘的事，没
有算在工作绩效之内。“越想就越觉得郁闷。”
蒋燕说，原本想拒绝，但是经理每次都让她再
等等，连拒绝的机会都不给。

不知该不该提出来

蒋燕表示，自己也委婉地跟刘姐提了几
次，希望能够在兼职这一块少做些，只想做回
内勤的本职工作。但是刘姐表示，其实身兼
多职是对自己的锻炼，尤其趁年轻，可以多学
习学习。为了安抚蒋燕，还表示赠送一些
HR书籍给蒋燕。

刘姐这么一说，蒋燕也不好多说什么。
想跟经理直接谈话，在男友的劝说下还是作
罢了，“怕得罪领导，还得罪同事，说我不愿意
帮忙啥的，那我以后在公司还怎么见人。”郁
闷不已的蒋燕，只得悄悄在朋友圈里吐槽，

“做两份工作，领的是一份钱，有点无可奈
何。”

随后，记者联系上该公司的黄经理。他
表示，公司最近面临不小的压力，人员流动也
大，很多人都是身兼数职，“希望她再坚持坚
持，估计在10月底，公司就会有不错的收入，
到时候会酌情予以绩效奖励。”

而刘姐在电话里表示，上半年公司人事
招聘原本就比内勤工作复杂，找蒋燕分担一
下也是应该的，所以才拜托她做一些招聘琐
事。至于兼职工作的绩效考核问题，那应该
是公司管理层考虑的事。

长期做分外工作

我能说不么？
和同事AA制吃饭

你有苦恼吗？

杨颖（24岁 女 文字编辑）：我上份工
作就是身兼数职，后来我也学聪明了，不是我
分内的工作，通常就“拖延大法”，先答应下
来，然后着手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等对方再
催了我再慢慢做。要么，给我更多时间，要
么，让别人去做。

张辉（30岁 男 销售）：我是个
直肠子性格的人，不合理的我会直接
说、摆事实。有次领导让我写活动发
言稿，说交给我的任务很重要。但我直
接给领导说，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要
走访，如果把这些交给我，恐怕
会影响客户关系。还没等我
说完，领导就知道啥意思了。

如何拒绝本职之外的工作

重庆资深投资人、创业导师杨明安认为，
身兼数职在很多现代企业中都会有，能身兼
数职说明你能力强、很重要。作为刚参加工
作不久的新人，一定要摆正心态。遇上不合
理的工作安排，要及时跟领导沟通，一味退让
并不是很好的解决方法。不能再把自己当成
小孩子，要学会主动积极沟通，才能有效果。

当然，公司在给员工布
置多项工作时，理应适当
考虑绩效，多给员工一些报
酬，这样在以后的工作中员
工才会更有干劲。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郎建荣

主动沟通胜过闷声叹气

规则1：要注意吃相
王先生（24岁 财务）：我觉得和同

事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相。比如不
要在盘子里薅菜，嘴里嚼着东西时不要

讲话，吃饭不要“吧唧嘴”等等。
规则2：莫谈工作问题

张女士（30岁 销售经理）：
我很喜欢和同事们一起组团吃饭，可

以促进大家的关系，还能省一点饭钱。但
最好不要议论工作问题，尤其是公司机密。
规则3：要考虑价格和口味

网友@心情小站台：和同事出去聚
餐时，首先要照顾到大家的口味。其次
在点菜的时候尽量点一些价格适中的，
千万不要想着反正大家均摊就点贵的
菜，这样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和同事吃饭的那些规则

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
理事谭刚强认为：对于很多白领
来说，搭伙吃饭，吃的不仅仅是
饭，更是在融入职场的“午餐社
交圈”。但尽管很多人意识到和
同事一起吃饭的重要性，却忽略
了吃好这顿饭的关键点。

上述网友提到的餐桌礼仪、
谈论话题的禁忌、点菜的价格和
口味等，其实都是吃好这顿饭的

几个关键点，一定要认真对待。
人数较多的搭伙小队，一定要选择

一个小队长，负责征求大家的意见点菜、
选餐馆等。最重要的是，小队长还要通过
交流或观察的方式，发现小队是否存在矛
盾或问题。一旦发现问题，就采取针对性
探讨加及时处理的方法来解决。只有这
样，这个“午餐社交圈”才能长久而稳固。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实习生 秦小雅

吃好这顿饭，礼仪话题都要认真对待

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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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网络租赁询价项目”
将进行询价，请有意者及时获取询价文件。截止
日期为2021年10月8日17:00。联系电话：023-
68357851联系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云泉路2号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浩林良品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刘杨
勇、张丽丽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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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劳人仲案字
〔2021〕第2145-2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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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有管辖权的基层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9月27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50010645043856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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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3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毛老师
联系电话：023-86339982 2021年9月23日

声明：张松遗失购买铜梁区龙城首府7-3-2-1收据
一份，编号：0003855，金额：63964元，声明作废
声明：陈明亮遗失购买铜梁区龙城首府8-1-3-1收
据一份，编号：0003854，金额：88440元，声明作废

公 告
“香国湖畔（大成居）”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香国湖畔（大成居）”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社区3组，由重庆中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于原方案社区用房只有一个出入口，为了满足新
版防火规范要求，现重庆中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香国湖畔
（大成居）”2#楼二层社区用房布局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
间为2021年9月28日至2021年10月4日，公示地点为“香国湖畔（大成居）”项目
售房部、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www.dazu.gov.cn/
qzfbm/qghzrzyj/）, 请该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将依
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通告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9月27日

招租公告
九龙坡渝西购物城地城内1号门面，招租面积：
146㎡，价格面议。（本条信息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办公室：023-63312394 郑老师：13272716252
王老师：15802382177 杨老师：18702354662
重庆轻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6日

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2021年职工工作鞋采购
项目竞争性比选公告：重庆索道公司2021年职工工
作鞋采购项目邀请潜在投标者前来报名，详情登陆
www.cqsuodao.com了解。有意者请2021于 10月
14日前与我司联系。联系人：童女士（023）63868470。

渝BT0051黄牌号车主：张冬，由于你的违约行为
（于2021年9月18日单方面私自退还车辆牌照且
不正规报废车辆，经我司劝说、教育无效等）造成
双方《营运车辆挂靠合同》约定之目的不能实现，
因此特登报声明：重庆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
寿分公司与渝BT0051号货车的挂靠关系于2021
年9月23日予以解除。合同解除后产生的任何赔
偿责任和事故纠纷等均由你本人自行承担。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北区洁雅职业培训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2355635259A）
经决议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办法》，请相关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天
内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1年9月27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生产辅助车采购
（第二次）竞争性谈判，分包一：维修生产用皮卡车采
购，采购量4台，估算总投资36.8万元；收银用生产
辅助车采购，采购量1台，估算总投资12万元。请具
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1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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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久福公司渝 A92200 营运证 500110050571，渝
A93083 营 运 证 500110050666，渝 A99587 营 运 证
500110050728 遗失作废。万宸公司渝D02722营运证
500110133318作废。重庆鑫益城物流公司渝A89397营
运证500115035108遗失作废。富鑫公司渝BS5598营运
证 500110098404 注销。稳泰公司渝 DM9709 营运证
500110128740遗失作废。龙科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8608
挂营运证 500110024177 遗失作废。重庆久福公司渝
A93178营运证500110100954，渝A93895营运证5001
10050575，渝A96156营运证500110114780遗失作废。
尊福公司渝BV1297 营运证 500110113305 遗失作废。
勤添公司渝D8J93挂营运证500110132140遗失作废。
恒灿公司渝 BS8263 营运证 500110024092 遗失作废。
久木公司渝DM0659营运证500110127192遗失作废。
名流公司渝 BS0033 营运证 500110124776 遗失作废。
宏畅公司渝BV6012 营运证 500110041396 遗失作废。
豪顺公司渝 D03729 营运证 500110115891 遗失作废。
重庆雄富物流公司渝DM7735营运证遗失作废。即到物
流公司渝D92199营运证500107050549，渝D93339证号
500107050624，渝D33612证号500107050558营运证遗
失作废。速瑞公司渝B7A712营运证500110070556遗失
作废。重庆久福公司渝A98585营运证500110114938，
渝 A98252 营运证 500110113243，渝 A8109 挂营运证
500110050329遗失作废。曼迪公司渝BV3869营运证
500110102698遗失作废。胜丰公司渝BU7523营运证
500110093375遗失作废。卡乐公司渝B8766挂营运证
500110026262，渝 BQ5025 营运证 500110073072，渝
BR6692营运证500110015062遗失作废。重庆久福
公司渝D11619营运证500110129507，渝A92785营
运证500110051300，渝A97528营运证500110124361，
渝A96217营运证500110051530遗失作废。久木公
司渝DN3219营运证500110125685遗失作废。

●众赢公司渝AH0780营运证500115069318遗失注销●川外南方翻译学院高柯学号202013090009学生证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茄子溪四叶草社工服务中
心在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大渡口支行茄子溪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0378701声明作废●铜梁区兴福建材经营部公章5002247095905遗失作废●遗失渝中区火一把餐馆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25001031004210作废●森勃公司渝AF570挂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贵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光银长寿分公司渝BF3563 营运证500115061640遗失作废。●遗失冉永伟驾驶证原件，号码510212197912207417声明作废●冯伟警官证丢失，警号102618，特此声明作废。2021年9月●遗失冯嘉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330329作废●遗失李思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12818作废●遗失穗明公司渝BL2399营运证号500222028095作废●黄从涛渝DP3028营运证500110131316遗失作废●睿目公司渝B5A172营运证500110121521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嘉睿门窗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107015693声明作废

声音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11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2 4 6 6 +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5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5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5 2 4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1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0 1 3 1 3 3 3 1 1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1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0 1 3 1 3 3 3 1 1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1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1 0 2 0 0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