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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整体环保搬迁暨水力电
力成套设备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公示

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重庆浩力环境影响
评价有限公司编制的《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整体环
保搬迁暨水力电力成套设备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公示版）已形成，现将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版）电子版和公众意见表下
载链接：http://www.jiangjin.gov.cn/（如需纸质版请致
电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范围：可能受项目影响或关心项目的
所有公众。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
载意见表并填写意见，或电话向建设单位实名反馈相关意
见。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7月22日~
2019年7月26日。

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米老师13709405202（电
话）496528036@qq.com（电子邮箱）；环评单位：陈老师
18502391343（电话）1539315107@qq.com（电子邮箱）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宋勇平一级建造师证书遗
失，注册编号渝135141512208，专业公路工程，声明作废。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水域男尸068#身高1.70米约40岁

黑色内裤428#身高1.70米约40岁黑色长裤
红色内裤黑色腰带携狗牙红绳一根黑色钥匙
一枚充电器一个，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遗失何予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07845，声明作废

注 销 公 告 ：经 巴 南 区 兴 诚 餐 馆（注 册 号
500113605865080）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7月26日 重庆市北碚区静威食店遗失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及 发 票 领 购 簿 ，税 号
500109588920472；遗失通用机打卷
式发票，代码：150001620410.票号
码：36449086-364491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顾得便利食品连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50065452X）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7月26日

江北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遗失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2017）NO：000082
679-000082681，1-3联，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和记黄埔地产重庆（南岸）有限公司”管理的御峰销售中心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70号，为销售案场
项目，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

重庆御峰销售中心及样板房区域清洁服务
投标方的资格: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清洁公司，公司成立时间不少于5年，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500万；
2.公司营业执照内经营范围须包含“清洁或保洁服务”；
3.须提供5年内不少于3个本地管理规模20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项目清洁服务合同，每份清洁服

务合同总价不少于人民币100万以供参考；
4.有销售案场清洁服务（包括接待员、茶水服务）经验；
5.如拥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证书或其他有效的质量管理检测证明书更佳。
有意投标公司须于2019年 7月31日前携公司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到指定地址领取，经我司审核

通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迎贵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可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19年8月8日中午十二时正。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东方商厦10F
联系人：何小姐 联系电话：（023）63695014
回标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东方商厦10F
联系人：彭小姐 联系电话：（023）636950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资产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拟对客
户吴静名下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处置，欢迎投资者与
我行洽谈。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招商项目信息
如下：截止至2019年5月5日，吴静贷款剩余本金
人民币 550000元，拖欠利（罚）息约计人民币
256071.99元,合计人民币806071.99元。担保方
式为房产抵押，抵押物位于：①渝中区棉花街19号
附2号2706#，建面96.78平方米，住宅。②渝中区
金刚塔巷6号5-3#，建面41.65平方米，住宅。③九
龙坡区谢家湾正街3号6幢2-15-4#，建面38.47平
方米，住宅。有收购意向者请于2019年8月15日
前与我行联系，意向买家超过两家时我行将采取公
开竞买的方式转让，意向买家仅有一家时我行将采
取协议的方式转让。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我行
签署保密协议后阅卷或与工作人员面谈。联系人：
卓先生 联系方式：67946137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2019年7月20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资产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拟对
客户吴天明名下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处置，欢迎投
资者与我行洽谈。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招商项目信息如下：截止至2019年5月5日，吴
天明贷款剩余本金人民币700000元，拖欠利
（罚）息约计人民币317901.72元,合计人民币
1017901.72元。担保方式为房产抵押，抵押物位
于：①璧山县璧城街道兴旺路9号嘉苑C1-201，
建面156.14平方米，住宅。②璧山县璧城街道皮
革二区北一街68号，建面67.84平方米，商业。
有收购意向者请于2019年8月15日前与我行联
系，意向买家超过两家时我行将采取公开竞买的
方式转让，意向买家仅有一家时我行将采取协议
的方式转让。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我行签署
保密协议后阅卷或与工作人员面谈。联系人：卓
先生 联系方式：67946137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2019年7月20日 南岸区易生活食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15001080099932，声明作废

重庆中城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渝中区分公
司遗失2000年4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32900073声明作废。

重庆市中城网络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2006年4月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9012100969；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903202800006；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2019年7月24日在涪陵区石沱镇长

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6米，约30
岁，穿蓝色牛仔长裤、黑色白边休闲鞋鞋，
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
系：63770249。

认尸公告
2019年7月24日在江津区圣泉街道

中渡街码头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
1.7米，约25岁，穿蓝底金纹短袖衬衣、黑
色长裤、黑色皮鞋，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
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公 告
汪永（身份号：35212319740501****）：

我司拟向光大养老健康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百龄帮（重
庆）康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主要转让条件如下：

1、转让标的：我司持有百龄帮
集团17.258%股权；

2、转让价格：人民币1484.188
万元；

3、股权转让款分两次在完成
变更登记后10日内以货币形式支
付完毕。依据百龄帮集团章程之
规定的期限，若未书面回复或回复
不明确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特此公告
重庆梦享家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6日

遗失重庆邮电大学开具的重庆市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票号001574738（金额
240000元）、001574744（金额 29280元）、
001000664（金额30000元）、002998370（金
额 150000元）、002998371（金额 150000
元 ）、002998378（ 金 额 300000元 ）、
002998379（金额1080000元），声明作废

调研数据
仅两成白领认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调研数据结果显示，仅有23.3%的职场人认为目前自
身健康状况良好，其中，仅5.5%的人自我评价为“非常
好”。认为身体状况一般的占比最多，达到了45.4%。另有
31.3%的人认为身体状况差。由此可见，绝大多数职场人
感觉身体健康状况欠佳。

其中男性对自己的健康更自信，26.8%的男性认为自
己健康状况良好，女性的这一比例为19.8%。

在健康信号不乐观的情绪中，白领们也有各自的担
忧。调研数据显示，白领们最担心的问题是颈椎、腰椎疾
病，久坐族和低头族们体感深刻。

其次引起警惕的疾病是内分泌失调，有一半的受访者
选了这一项。内分泌失调看起来抽象，但它带来的影响却
十分头疼，比如过劳肥、便秘、痤疮、情绪暴躁以及生殖系统
的问题等等，这一问题也在年轻群体中更受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心理疾病也得到更多白领的重视，排在
第三位，比眼部疾病和肠胃疾病更加突出，成为诸多白领防
范的健康威胁。

“职业病”一词由来已久，快节奏职场中的职业病则多
半来自职业带给职场人的压力。基本没有生活规律、经常
熬夜赶方案想创意的市场、公关、广告人员更担心心理疾病
和肠胃疾病。设计人员比其他职位人士更担心眼部疾病和
脱发，法务人员则更担心心脑血管疾病，这与其工作中经常
紧绷神经、总是处理棘手问题有关。

根据微医平台2015年至今患者的挂号大数据显示，在
高发病排名中，月经不调始终排名第一，成为长期困扰白领
的第一大疾病，除月经不调以外，女性患乳腺增生、子宫肌
瘤等妇科病的也较多。男性的高发病中，高血压、肺部疾
病、肠胃疾病较女性排名靠前。

主要原因
超九成负面情绪来源于职场

对于职场人普遍比较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目前认为
心理健康状况一般的占比最多，为45.5%。还有近三成人
认为心理状态不理想。“心态好”的白领仅占四分之一。

从收入情况来看，月薪更高的群体心态呈现两极分化
的现象。月薪在15001元—20000元和20001元以上的人
群中，认为心理健康状况非常好的群体占比更高；与此同
时，这两类人选择心态非常差的占比也较其他收入群体更
高。

针对影响心态的因素得出的调研数据显示，78.9％的
白领认为自己存在焦虑现象、74.9％的白领感到迷茫，焦虑
和迷茫已经深深地刻入了白领的生活字典。

从不同的岗位来看，市场、采购、销售等高压职位的白
领中焦虑人群的比例较高，分别为85.1％、83.3％、83.5％；
客服和销售群体感觉到迷茫的占比最高，分别为80.5%和
80.8%。

调研发现，93.4％的白领认为自己
的负面情绪来源于职场，工作不仅影响
个人发展也是生存条件，与生活成本不
对等的薪酬、复杂的人际关系、繁重的工
作任务都成为了心理不能承受之重。

个人生活方面的因素中，家庭、情感
也对白领心态有所影响，分别占比
37.6％、28.5％。

身体健康的锅依然由“工作”来背，
81.8％的职场人认为工作压力是导致不
健康的主要因素。其次是缺乏运动、睡
眠不足等生活层面的因素，但这也与现
在的高强度工作不无关系。

虽然大部分职场人都有释放压力的

需求，但可选择的方式有限。数据显示，近六成职场人选
择睡觉来释放压力，其次是看电影、听歌等娱乐活动。对
于长期缺觉、空闲时间少的白领来说，睡到自然醒已经十
分奢侈了，但这对改善“脑力劳动者”的心态并无太大帮
助。

从性别来看，男性偏爱运动、喝酒等方式解压，女性
更倾向于和朋友倾诉，占比为51.2%。

分年龄段看，越年轻越在意财富，越年长越注重健
康。从不同的收入人群来看，月薪20000元以上的白领
选择“身体健康最决定生活质量”的比例高于其他月薪水
平群体。月薪3000元以下的白领则更偏向于追求财富，
22.8％的人选择了此项，高于其他薪酬人士的比例。

如何应对
过半白领注重养生，泡脚是标配

白领们重视和追求健康的迫切心态有目共睹，在实
际的小目标中，改善体质成为了大部分职场人的首要健
康追求。排在第二位的则是愈加严重的睡眠问题，超六
成职场人渴望改善睡眠。

数据显示，超六成白领保持着良好的运动习惯，健康
追求已经提上日程并体现在行动上。从性别来看，保持
运动习惯的男性职场人比例远高于女性。从薪资水平来
看，越是高收入者，对自我的健康关注度越高，运动的比
例也更高。月薪在200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坚持定期
运动健身的比例达到了22.4%。而月薪在3000元以下的
人群中，却有一半的人基本不运动。

白领们最主要的运动、健身项目为跑步和徒步，由于
这两项运动对场地、装备等要求不高，属于经济适用型运
动，更容易坚持并达到运动的效果，对于缺乏时间的白领
一族而言很适合。

除了运动，日常养生也是保健、预防疾病的一种途
径。数据显示，56.1%的白领注重养生，其中8.4%白领表
示非常热衷于养生。“保温杯里泡枸杞”，最初被视为油腻
中年人的标配，时下俨然成为年轻职场人的日常保健方
式。

在养生途径中，以泡枸杞为代表的养生茶系列排在
第三位；位列第一的是泡脚，这个项目既有排汗、放松、促
进血液循环的好处，又可以改善睡眠，是个值得提倡的方
法。另外，营养餐也在养生行为中比较主流。

运动靠走，养生靠泡脚，白领们保健的方式大部分经
济实惠。数据显示，69.3%的白领每年在健康上的投入
少于年收入的10%。在白领的健康消费支出类型上，营
养保健品是大头，占据了白领购买健康产品的一半。其
次是购买“非处方药”用来应对一些日常的小状况。

仅三成白领购买了健康商业保险

购买健康保险也属于一种健康投资，在疾病来袭时
多一份保障。调查显示，仅有三成白领购买了健康类商

业保险，其中中年职场人占据主力。
健康类商业保险的购入意愿，与

白领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调查
显示，收入越高的职场人，购买健康类
商业保险的比例越高，月薪在20000
元以上的职场人购买比例达到了
45.5%。

定期体检是监测健康状况的唯一
手段，但这一行为却未能普及。数据
显示，仅42.1%的职场人会定期体
检。在定期体检的人中，7成由公司
组织。

在目前白领的工作状态普遍高压
且疲劳，健康也不再是白领个人的追
求和期许，企业也需承担起部分责任，
为员工提供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和更
多健康方面的关怀。调查数据显示，
有62.4%的白领在求职时非常看重公
司的健康福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仅有三成多的公司提供了健康福
利，私营企业对在职员工健康的关怀
度上远远低于外企和国企。

各类行业中，金融业职员健康福
利最好，52.4%的金融从业者表示公
司有较好的健康福利政策，相较而言，
文体教育、传媒行业的企业对员工的
健康关怀较少。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智联招聘联合微医平台发布《2019年职场人健康力报告》

白领最担心自己的颈椎和腰椎
注重养生，泡脚超越“泡枸杞”

近日，智联招聘联合微医平
台进行职场人健康调研，发布
《2019年职场人健康力报告》。
报告显示，仅二成白领认为身体
健康状况良好，最担心的问题是
颈椎、腰椎疾病；与此同时，过半
白领注重养生，泡脚超越“泡枸
杞”成为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