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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号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
车牌号：渝 AH8079 车辆营运证，证号
500104017614；车牌号：渝AH9361车辆
营运证，证号500104019171，声明作废。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

渝南岸环执催〔2021〕22号
被处罚单位：重庆容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733965918H
法定代表人：杨成强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港城中路32号7幢1-1

我队于2021年7月5日针对你单位违反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的环境违法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渝南岸环执罚〔2021〕46
号），罚款肆万元整。该决定书于2021年7月20
日送达你单位。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该
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催告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觉履行渝南岸环执罚〔2021〕
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义务。本催告书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六十日生效。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你单
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若你单位逾期不履行，
我队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罗腾飞 曾维玮 电话：023-62801767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广福大道12号行政
中心B区2号楼16楼 邮政编码：401336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1年11月15日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

渝南岸环执催〔2021〕20号
被处罚单位：重庆乾晖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5590376057
法定代表人：田维礼
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覃家岗镇新桥村石梯组

我队于2021年7月5日针对你单位违反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的环境违法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渝南岸环执罚〔2021〕43
号），罚款叁万元整。该决定书于2021年7月15
日送达你单位。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该
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催告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觉履行渝南岸环执罚〔2021〕
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义务。本催告书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六十日生效。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你单
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若你单位逾期不履行，
我队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罗腾飞 曾维玮 电话：023-62801767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广福大道12号行政
中心B区2号楼16楼 邮政编码：401336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1年11月15日

●王小丽遗失助理工程师证,证书
编号021401217561，声明作废。●湛宝森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00239199812122712，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奥美健身俱乐部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07200013749，声明作废●龚建梅许可证500115001011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办事处阳坪村桐麻村
民小组公章一枚（编号5003831001596），声明作废。●施博伦物流重庆有限公司的经营许可证500230011536遗失●重庆金威科技发展公司电脑分公司（注册号
90288426）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重庆恒帅公司渝D53682营运证500110075100遗失作废●重庆华旭公司渝BS1258营运证500110055336遗失作废●重庆欣祥物流公司渝BV0211营运证注销。●重庆上佳物流有限公司渝DT2538营运证500110125132遗失

●遗失重庆芒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九龙坡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8134901 声明作废●重庆玖富物流有限公司渝A95875营运证遗失●本人现遗失万达集团车位购车收据，收据票号为
0014677金额为47061元,契税为3909.33元，特此声明●遗失永川区马燕建材经营部公章壹
枚，编号5003834040536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东城上景小区业主委员会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大南门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29795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铜鼓村双桥村民小
组公章壹枚，公章编号：5003834005896声明作废●遗失九龙坡区叶青海带刀削面馆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2500107006075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勤凯灿建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78214221，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四川雅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黎小平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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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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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祖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刘明与你
公司因工伤保险引起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由于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碚劳人仲案字〔2021〕第830号）仲裁裁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终局裁决，可于公告
期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撤销；如不服非终局裁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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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卓瓦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高宇与你单位
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 404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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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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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4日上午9
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仲裁三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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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6日

公告：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重庆綦江康路综
合开发公司江北分公司（注册号：5001051901919，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5MA61M1F15W）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
一枚；重庆綦江康路综合开发公司金羊子火锅馆公章一枚；重
庆綦江康路综合开发公司綦江经营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倬运卫浴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8MAABW7BX9E）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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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城口县言美早餐店2018年12月
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229MA6075A700作废
遗失，城口县言美早餐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食品经营许可证号JY2500220071367作废

自信是一件好事，但是过度自信可能会变
成自负。记者昨日从交巡警那里采访到一个
案例就是最好的说明。驾驶员张某就因为
过于自信，让自己的酒驾变成醉驾，被警
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昨日，巴南区交巡警支队李家沱勤
务大队的刘警官向记者讲述这起让人印
象深刻的案件：“11月11日晚，我们在巴
滨路珠江城路段设卡查酒驾。大约9点
50分的时候，开来一辆面包车，我们示意

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没想到这次检查就发现了大问题，驾驶员张

某身上明明有一股酒气，可他却拒绝承认，还自信
地接受了酒精呼吸测试，结果测试仪显示为
78mg/100ml，涉嫌饮酒驾驶。

刘警官告诉记者：“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张某的酒精测试值为78mg/100ml为饮酒驾驶，
如果是80mg/100ml以上就是醉酒驾驶。醉酒
驾驶属于违法行为，要吊销驾驶证5年，构成犯罪
最高会被处以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所以，一般
饮酒驾驶的驾驶员都会庆幸自己的测试值低于
80mg/100ml。”

没想到张某听说78mg/100ml的结果后，却
表示：“我没有喝酒哦。”在刘警官询问其是否对
测试结果有异议时，张某直接回答：“我肯定有异
议啊。”

虽然刘警官事先警告张某：“抽血结果可能更
高哦。”可张某却坚称自己没喝酒，还再三强调：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刘警官只好带张某去抽血，并将血样送检。

经过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张某血检值为
88mg/100ml，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在得知自己从饮酒驾驶变成醉酒驾驶，身份
由违法嫌疑人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后，张某后悔不
已。他向刘警官交代了醉酒驾驶的原因：原来张
某11月11日晚和朋友在渝中区学田湾吃饭，其
间喝了红酒和白酒。恰好朋友的车挡了道，他主
动说帮朋友把车开回巴南珠江城。

被查酒驾之后，张某认为自己很清醒，而且
平时酒量大，呼气测试值可能高了，就抱着侥幸
心理要求血检，他完全没有想到,血检同样不可
能脱罪。

目前，张某因涉嫌醉酒驾驶被巴南警方采取了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刘警官希
望通过此案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害人害己，
无论酒驾人员怎样辩解、耍赖、心存侥幸，都逃不过
法律的严惩。所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要求血检“自信”男子酒驾变醉驾

近日，“为什么HR（人力资源）都不愿意透露
底薪”登上热搜，源于一位网友接到面试邀约，想
先了解底薪后再决定要不要去面试，可HR却不
透露底薪。面试邀约时，为何HR不透露底薪？
听听HR们怎么说。

面试邀约时为啥不透露底薪？

邓女士（29岁 家装设计）：我之前遇到过
面试邀约不透露底薪的情况，当时也有点纳闷，
觉得可能会与工作量相关，就没多问。不过，我
如今的公司之前邀请面试时讲过底薪情况。

市民李令（32岁 营销主管）：我前段时间
接到一些HR的面试邀约电话，基本上都会告诉
我大致的薪酬范围。其实不透露确切的底薪可
以理解，毕竟只是邀约，没有去，不好把薪酬秘密
都透露出来，并且可能我优秀，面试后底薪比实
际的还高点呢。

网友“为何没曾尽兴”：我昨天去面试了都没
说底薪，面试官说要等复试时综合评定才能知道
底薪是多少，我当时在心里一直说，浪费时间，还
叫我回去等消息，回家后我给他发消息说这个岗
位不适合我。

网友“等待的季节”：我7月份去面试，开车
600公里远，结果也没说底薪，报到签合同时才
知道薪水是5500元。

网友“花生酱花生脆”：我面试时底薪就是不
说，追着问说5000元，然后又说提成可能是底薪
数倍，还说不能光想着底薪。

底薪会根据求职者情况最终定

汇博网人力资源主管刘嘉：底薪有时候也只
是一个大致的范围，真实底薪会根据实际情况来
调整。可很多情况都是要面试后才能给予准确
答复，所以面试邀约时一般只会讲一个大致
的范围。

重庆人才网资深猎头顾问王砚洁：HR在面
试邀约时不愿意透露底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有的公司底薪确实不具备市场竞
争力，因此HR为了人才引入，不愿意透露底薪；
二是，很多公司的底薪最终还是要根据面试者的
情况来定，面对面交流后，在后续才能最终确定，
因此在面试邀约时不会说太固定。

网友“匿名”：作为一个HR，一、有些岗位确
实是面试后综合定薪，邀约环节并不能确定底
薪；二、薪资是用人部门决定的，人力只负责招
聘；三、HR掌握的信息只是凤毛麟角，所以面试
会加入用人部门面试环节，详细讲岗位情况。

网友“枝叶间的斑驳阳光”：HR也需要反复确
认面试者的能力、经验、处事方式、待人接物、性格
脾气、谈吐内涵等等，才能决定到底适不适合。

网友“欣欣想吃火鸡面”：大厂外包HR飘
过，因为是给大厂招人,薪资确实是不固定的,具
体薪资还是要看候选人的年龄、工龄、能力、面试
情况来定薪资，真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我还不知
道你的价值在哪。

网友“5月16日天气晴朗”：HR表示很惨
啊，毕竟真不是不说明具体薪资，有些岗位薪资
是分几个级别，不来面试实在不知道你值哪个级
别的薪资，而且最终面试岗位薪资定级也是用人
部门敲定，确实只能说个范围。

面试如何谈薪资？
求职时，谈薪资的最佳时间其实是面试时。

可有时不少求职者却不知如何开口，担心“谈钱
伤感情”。那么，面试时如何谈薪资？汇博网人
力资源专家给出这些建议：

1.根据行情和实力去谈
在面试前，求职者应该了解招聘信息上所应

聘公司提供的薪资区间，在谈薪资时的期望薪资
最好不要超出这个区间。如果招聘信息上写的
薪资“面议”，那么，求职者可以提前了解所要应
聘职位在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再根据公司在业

内的规模，这决定了你的薪资是在平均水平以
上，还是持平，还是以下。

另外，要正确评估自身与应聘职位的匹配
度，自己的实力如何自己应该有个数。提出的期
望薪资最好是结合自身的能力来谈。

2.事先明确好期望薪资
面试前要明确好自己的薪资期望，避免在

面试官问起时，不至于不知所措。当然，这
也可以在个人简历中明确出来。但要注
意，给出的期望薪资最好不要给出一个
区间，尤其是金额差距较大的区间。
你标价5000-8000元，很可能HR出
价就是5000元。其实标价还应该包
含各种福利在内，而并不是底薪。

所以，建议要么“一口价”说个
准数；要么写范围，你的最低值就是
你的真实期望，超过部分都是“飞来
横财”。

3.要详细了解薪资结构
薪资结构不同，有可能最后实际

拿到手的薪资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
企业薪资由包括绩效考核、餐补、交通
补贴等不同部分组成，在面试谈薪时，
要了解清楚薪资结构。如果有绩效部
分也需了解清楚考核方式，同时也要向
招聘方表达你的期望薪资是综合的，还是
不包含补贴部分的底薪等。

4.避免一来面试就问薪水
没有面试官会喜欢第一句话就问薪酬的

面试者，因为这时面试官对你的能力等方面都
不是很了解，你对工作内容也不是很了解，这时
提出会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薪水的问
题应当留在最后的时候讨论。

在面试过程中，一般求职招聘双方对岗位等
信息都了解清楚之后，招聘方会主动询问求职者
的期望薪资，或是问求职者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了
解的，在这个时候，求职者可以表达出自己对薪
资方面的期望。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面试邀约 为啥HR不透露底薪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昨日早晨，暖暖阳光现身
重庆中心城区。15时，重庆阴天为
主，全市气温在10℃~18℃之间，最冷
大足仅10.2℃，沙坪坝气象站13.5℃。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各地
阴天有间断小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
雪或小雪；后天，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
为主，气温有所回升，坪坝河谷地区早

上有雾。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间断小雨，气温 10℃～
13℃。

明天：间断小雨转阴天，气温
10℃～14℃。

后天：多云到晴，早上有雾，气温
7℃～18℃。

今明阴雨继续 后天转晴升温

延伸

求职者说

H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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