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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高柯遗失
学生证（学号 202013090009），声明作废。●遗失夏小平14年发身份证510213197101130037 声明作废●农经站收据一本，收据号：0157101－0157150
其中0157104－0157150遗失，声明作废●秦美华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的医疗门诊
收费票据，票号211011240940，金额6034.72元，声明作废。●重庆天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开户行：工行重庆石子山支行，账号：31000849092000
09910，核准号：J630077863403，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市租五分公司渝A80T00营运
证（渝字500100041666）遗失，声明作废●本人樊跃不慎遗失重庆中飞中纽商贸有限公司合同
履约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号3620524特此声明作废。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关于《合川
001-88平台、合川001-89平台开发区域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环评公示：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 见 稿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SRQFSGUvjWgLThtxAsfFQA提取码:sazc）2、
查阅纸质报告联系电话：023-67199077。3、公众
意见下载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4、公众意见反馈电话：023-67199077 5、征求意见
起止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10月11日截止。

遗失城口县聚优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229007685167声明作废
遗失城口县聚优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编号：5002297001141声明作废
遗失城口县聚优商贸有限公司在重庆三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城口支行的开户许可证，账号：0177014
170000012，核准号：J6681000259401声明作废

重庆市源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 告

我公司承建的铜梁区旧县街道
人和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改造项目已
于2020年8月30日全面竣工，工程
位于重庆市铜梁区人和社区。经核
查，该工程人工、材料、机械费等均已
按合同约定金额支付结清，不存在任
何拖欠情况，现对该工程支付情况公
示，如有未结清的情况，请在本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工作日）内与施工单
位联系办理，如施工单位不受理，可
向建设单位投诉处理。逾期未联系
者视为无任何拖欠款项。
联系人及电话：董世方 17783766801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咕叽咕叽旅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梁
浩（碚劳人仲案字〔2021〕第641号）与你单位因劳动
报酬引起的劳动争议，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
仲裁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裁决，可于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逾期不起诉，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潼南区龙梁玻璃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603
QEUXU）股东决定拟减资，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为50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关于《合深5井试采
地面工程（站场部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评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F_M7IQToWPsH4JDjveUTpw提取码:
bp8g）。2、查阅纸质报告联系电话：023-67199077。
3、公 众 意 见 下 载 链 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4、公众意见反馈电话：023-67199077。5、征
求意见起止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10月14日截止。

成昆商贸渝DP8205营运证500110120886遗失作废。
骉马公司渝DM1258营运证500108051917遗失作废。
重庆双专农业发展公司渝DN5550营运证500115069387，
渝DD3110营运证500115069391，遗失作废。重庆途
舰农业发展公司渝DB8222营运证500115069627，渝
DF8796 营运证 500115070210，渝 DY2169 营运证
500115069626，渝DH7832营运证500115068712，渝
DN0677营运证500115068711遗失作废。长往公司渝
D97768营运证500110108971遗失作废。和讯公司渝
D00985营运证500110108430遗失作废。妙宸公司渝
DP3091 营运证 500110128382，渝 D50026 营运证
500110128329遗失作废。君睿达公司渝B9A820营运
证500110116023遗失作废。龙歌公司渝AC551挂营
运证500110108759遗失作废。鼎辉公司渝D78997营
运证500110083060，渝D41049营运证 500110090199
遗失作废。万祥汇公司渝BU2788营运证500110100388，
渝B7A322营运证500110070392遗失作废。杨思佳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500401007290正副本遗失作废。

●遗失丰都县南天湖镇三汇社区居民委员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丰都支行厂天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4001152601作废●重庆全泰物流有限公司渝DY5808营运证遗失补办●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遗失“付重庆市铜梁区中医院
空调部分履约保证金”收据一份，收据载明：履约保证金金额
为926604.3元，收款单位为重庆市铜梁区中医院。声明该作废●森勃公司渝BS7958 营运证遗失作废。佳驰物
流公司渝BA290挂营运证500110045302遗失

重庆跨越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D20698遗失作废，重庆
市綦江区渝阳物流有限公司渝BZ6507营运证遗失补办，
重庆海风商贸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22200
7318遗失，龙凤呈祥公司渝BS5162营运证遗失，王勇
遗失车牌渝F33069营运证500233009332声明作废

●遗失张伟资格证02005150000080020180501023作废●重庆全球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华新街营业部遗失《连锁
加盟店（重庆）设立协议》及保证金收据NO.0006480●郝成慧二代身份证50010319840725212X遗失，声明作废

说起生日礼物，大家心里应该都是美滋滋的。
但说到公司送给员工生日礼物，想必有些职场人会
露出尴尬的笑容。上周五是秦小璐的生日，公司送
来生日礼物，结果却是她最讨厌的生日蛋糕券，“我
正努力减肥，不能吃蛋糕甜食。”眼看生日惊喜变惊
吓，只好把蛋糕券送给同事化解尴尬。

惊喜：生日当天公司送来礼物

“原本好好的生日，被公司送的生日礼物搞得
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昨日，记者在渝北新能源产
业园见到秦小璐，她在附近一家互联网广告公司
市场部工作。

上周五，秦小璐26岁生日。她早早来到公
司，打开工作群没多久，就收到人事专员发来的消
息：“小璐，生日快乐！公司送了一份生日小礼物，
马上给你拿过来。”小璐说，进公司3年，从来没收
到过生日礼物，突然有礼物收，心里还有些莫名的
激动。

人事专员来到小璐面前，递过一个信封。小
璐接过时摸了摸，像是卡片之类的东西，难不成真
是现金红包？

她满怀期待打开信封，想看看公司这一次的
生日礼物到底是什么……

惊吓：明明在减肥却收到蛋糕券
说起打开信封的那一刻，小璐至今还觉得有

些失望。她表示，打开信封发现并不是现金红包，
而是一张绿色卡片，上面写着某品牌生日蛋糕券，
价值200元。“我当时就傻眼了，期待了许久，结果
却是我最不喜欢的生日蛋糕。”

小璐说，吃生日蛋糕，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生日
的一种仪式感。但对自己来说，吃蛋糕就是噩梦，
因为自己正处在减肥关键期。

原来，小璐的体重一度飙升至130斤，尝试过
很多次减肥均失败。最后还是在医生建议下，经

过半年多的减肥锻炼，逐渐减到110斤，且仍需再
坚持。“我的目标是两位数，所以对甜食一点不能
碰，尤其是蛋糕、奶茶之类的，眼睛一看到，满脑子
就反射出来的是高热量、卡路里等等。”所以，看到
蛋糕券那一刻，心情跌至冰点。

破局：蛋糕券转送同事化解尴尬
小璐说，礼物惊喜变惊吓，自己虽没有当场表

现出尴尬来，但心里是十分抗拒的。
小璐说，蛋糕没法吃了。但想到又是品牌蛋

糕，不及时把券用掉会过期，有点可惜。“正好听同
事说，家里的老人马上要过生日，干脆做个顺水人
情，就把蛋糕券转送给了同事。”就这样，才化解一
场不小的尴尬。

记者联系上小璐的公司负责人赵经理，他表
示，也是刚刚得知小璐把生日蛋糕券转送了同事。
他解释道，以往公司没给员工送过生日礼物，此次
送礼物也是想给过生日的员工一点小惊喜，“没想
到后勤人员在准备生日礼物时也缺乏经验，考虑不
够周全。以后我们会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生日
礼物最好在合适的情况下由员工自己选。”

减肥收到
生日蛋糕

尴尬！

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听话，可对于90后妈妈唐瑶
来说，女儿才刚满3岁就开始不听她的话，总是说啥
都反着干，这让她怀疑起自己教育不好孩子了。

孩子总是和家长反着干，你在教育孩子的路
上是否也有过类似的问题，这应该怎么办？

不能做的事小孩偏要做
“手指细菌多，不要咬，不然容易生病。”

“不要玩水，把衣服打湿了。”……唐瑶今年
29岁，家住巴南区龙庭路11号，她在家常常
对女儿说“不”，可结果却总是恰恰相反。

唐瑶的女儿欣欣刚满3岁，最近似乎有些
叛逆。爸爸妈妈叫不能做的事却偏要做，这样的

例子唐瑶能列出一大堆来：欣欣喜欢把手拿进嘴巴
咬，说了很多遍手上细菌多，可偏偏不听，还要咬；吃
饭时，有时欣欣拿筷子敲碗，叫不要敲，也是偏要敲；
叫不要玩水，会把衣服弄湿，也是偏偏要玩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好孩子了，甚至
我觉得自己当不好一个妈妈……”唐瑶说。

遇阻后孩子更来劲
每次遇到欣欣反着干的情况，说两次不

听，唐瑶都忍不住要发脾气，对着女儿就是一
顿大声吼。可吼完效果似乎也并不太理想，

有时反而更带劲，让唐瑶更加生气。
唐瑶说，上周有天晚上，一家人吃葡萄，欣欣

把果盘里的葡萄往地上扔，她见此立马大吼：“不要
把葡萄扔地上，浪费。”结果欣欣见她生气，还嬉皮
笑脸一把将果盘端起来，把葡萄全都给倒在地上。

“看着满屋的葡萄，叫她捡起来也不捡，我被
气得边捡葡萄边觉得委屈落泪。”唐瑶说，她觉得

自己当不好妈妈。
欣欣的爸爸杨先生倒觉得妻子有些太过敏感。

他说，孩子反着干，心平气和好好讲就行，有时生气
娃还更得意，觉得把妈妈惹生气了很有“成就感”。

三岁娃娃
总反着干

咋办？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石亨）昨日，重庆大部分
地区阴天到多云，中心城区阳光依
然。但凉风阵阵，相比此前多日，
凉爽了许多。截至下午3点，全市
气温在21-37℃之间，沙坪坝站气
温26.5℃。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各地

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部部分地区大雨
到暴雨。明天，大部分地区多云到晴。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阵雨，气温23℃~27℃。
明天：多云转晴，气温 21℃ ~

30℃。
后天：晴，气温21℃~31℃。

今日凉爽继续 明日又是晴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111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8 21 22 23 35+11 1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6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8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6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8 6 0 8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11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1 3 3 0 3 3 3 3 3 3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11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1 3 3 0 3 3 3 3 3 3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11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1 3+ 1 3+ 2 2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9月27日

带薪休假成最受欢迎生日礼物
公司生日礼物的预算往往是有限额的，这个

时候挑选什么样的礼物才能让员工更幸福呢？昨
日，记者通过实地走访以及读者群线上回访，在
30人的回复中，有18人表示想要“带薪休假”，这
成了上班族心中最想要的生日礼物。此外，现金
红包、鲜花、创意礼盒依次成了受热捧的生日礼
物，而生日蛋糕则鲜有人选择。

调查

支招

最好让员工选择生日礼物
重庆资深投资人、创业导师杨明

安表示，职场人士很多都遇到过公
司送的生日礼物最后变成尴尬品。

要让人事部门了解每位员工
的生日礼物喜好和需求，在挑选
员工生日礼物时可以换个思路，
让员工在公司预算范围内，主动
选择想要的生日礼物。

此外，还可以发放礼品套餐给
员工，套餐内提供多种生日礼物可供
员工兑换，从零食礼包到生活用品、
小家电等，员工可选的范围就很大，能
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员工的不同需求和
喜好，也为人事部门省了很多事儿。

杨明安还表示，给员工的生日礼
物除了投其所好之外，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有心意，员工最想要的还是公司对
自我价值的肯定。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郎建荣

孩子反着干，怎么办？
转移注意法 陈洁（30岁 全职妈妈）：我儿

子3岁左右时也常常反着干，后来发现转移注意
力这种方法很管用。比如他喜欢玩水，说一句不
听，就用玩具转移他的注意力。

转变思路法 张晓慧（29岁 会计）：我女儿
有时也会反着干，以前我也会非常生气。但后来
发现生气也没有用，就只好改变思路。前几天我
准备一根绳子捆东西，结果女儿把绳子拿着玩，叫
她拿过来捆东西，她还偏不给我还藏起来，最后只
好给她说，“来吧，你来帮妈妈捆。”结果她立马兴
致勃勃地就拿过来了。

态度强硬法 王先生（32岁 销售主管）：孩
子都多少有些叛逆心，越说不能干的事情偏要干，
这时家长的态度要强硬，说“不”时要严肃。

点评

支招

不妨先试着改变自己
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周小燕认为，宝贝

从出生起，妈妈就细心照料，习惯了宝贝的言听计
从的萌宝样子，宝宝也习惯了妈妈温柔呵护的慈
爱形象。可孩子到了3岁，精力旺盛，在摸索人际
关系的一些边际。

此时家长应该怎么办？如果仅仅是简单粗暴
地阻止孩子，那么可能适得其反，宝宝要么更起
劲，要么被吓坏彻底败兴。比如孩子喜欢咬手，家

长可以试着带孩子去洗手，免去病从口入的风
险。不要强化她在咬手的细节，不被关注，宝宝就
没那么强的表现欲望。还可以陪孩子玩游戏转移
注意力，都能起到不错的效果，还能保护孩子的童
趣不被破坏。比如吃葡萄，完全不必一次给太多，
孩子吃着香甜，也不会浪费。

因此，改变孩子的办法不妨先试着改变自己，
跟着孩子成长的步伐，学会恰当的方法，陪孩子走
过特定阶段，孩子有天真烂漫的童年，妈妈有养育
乖宝宝的喜悦自豪。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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