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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林场公告
按照国务院关于国有林场改革要求，对位于

赛罕区黄合少林场辖区内的个体、企业经营者承
包的林地由黄合少林场统一收回，请各承包户于
登报之日起15日内，持承包合同到林场办理相
关收回手续，逾期未办理者，后果自负。
联系人：毛体俊18047153000

党海龙18686025665
赛罕区黄合少林场
2018年5月16日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

5月泰国
泰精彩—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8日（全程无自费）
为爱放价：3199元/人买一赠一（仅限前10名）
发班日期：5月26号/29号

华贵升级版—曼谷、芭提雅、金沙岛、沙美岛双岛8日（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5月22/26/29号 4180元/人起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6月日本预售篇

天津\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7日游（天津航空，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6月7号4880元/人起（呼市起止）

北京/名古屋\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7日游（国航，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6月12号 5280元/人起（呼市起止）
济南\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8日游（山东航空，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6月13号 5280元/人起（呼市起止）

2018年6月18/20/22号5880元/人起（呼市起止）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草延神医鼻炎膏
★天然植物草本无刺激★

免费试用·免费送货
咨询电话：15184766658(微信同号)

宏健红保健中心岱域社区
老年服务中心常年服务看
护老人。另设治疗脑梗腰腿
疼。小儿推拿。催乳。常年培训
学员包住宿。13847128375

单位招聘

出售19中斜对面富邦商院
24楼300m2电话15690919792

房产销售
处理顶账房
二环南观澜国际高层
103m2毛坯现房，42万，
低价处理！2503938

公告声明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出租通道街1、2、3楼(能开酒
店宾馆)，4000m215690919792

恒大雅苑商业房出租
上下2层，单层2300m2，可分
租，设施完善。毗邻万达广
场和恒大影院，有固定消费
人群，适合各种业态。可面议
1566121783418686033633

出租转让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出租:军区十字路口饭
店296m2新装修；润
宇大楼67m2写字间
电话：13848413322

13948318081

●公告：赵江，您在呼和浩
特市榆林镇苏木沁开设的
商砼站已拖欠费用六年，
要求在2018年5月31日前
结清费用腾退场地，逾期
将按遗弃处理。
北京军区呼和浩特房管处

市中心中山路城发大
厦写字楼招商合作
现成办公室，紧邻青城公园北
门，交通便利，宜各大中小规
模公司办公，可做月子会所
1566121783418686033633

招商加盟

电话：18247145666

诚招代理商
PPPPPPPPPPPPPPPPPOOOOOOOOOOOOOOOOOSSSSSSSSSSSSSSSSS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 ●回民区欧瑞福钢窗厂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15
0103600413489,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华一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
1035788689498，声明作废。

●燕青云(山)将呼字第21429
号房屋产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郭海阳 (身份证
号 :150202197101232133)
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丢失，
专业类别建筑工程，注册
证书编号:00411102，注册
号:蒙215081014341，聘用
企业: 鄂尔多斯市金鼎亨
建筑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13948730467，特此声明。

●段瑞卿遗失土建质量员
岗位证书，证书编号：2012
010307978，声明作废。
●杨尚军遗失土建施工员
岗位证书，证书编号：2012
010115266，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贝利思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150104078365317，以及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07836531-7，声明作废。

●本人张帅(身份证号1401
08199008030019）由于疏
忽不慎将呼和浩特恒大城
16号楼1-102号房收据丢
失，收据联编号714228金
额153009，特此声明作废。

●玉泉区鑫凯兴酒店用品
经销店遗失公章(1501040
009464）、财务章(15010400
09465）、发票章（15010400
09466）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孙志刚、男（身
份证号1501051961120578
19）遗失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一本（专业名称：心胸外科；
资格级别：副高；资格名称：
副主任医师）声明作废。

●公告：由于房租到期未缴
纳租金，位于新城区水源街
惠民市场内，部分商户的货
架冰柜等物品。限期3日内搬
清。逾期未搬走的按无人认
领处理。联系电话：15548856699

●本人不慎将内蒙古满都拉
电力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具的
锦绣福源小区B区7号楼3
单元601室购房收据3张丢
失，收据号0004176金额190
000元；收据号0014303金额
480000元；收据号0003893
金额70000元，声明作废。

●王鹏飞遗失内蒙古康泰
靖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现金保险保证金收据一
张，收据号：0024972，金
额：10000元整，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兰月
灯饰经销部遗失人民银行查
询密码，核准号：J1910006897
901，账号：59201010010025
7167，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稀士高新区鸭寨夫人食
品经销部遗失个体户营业
执照副本，代码：92150291
MAONK65F8Y，声明作废。

●回民区荣创星宇宾馆酒店
用品经销部遗失公章(1501
040006329）、财务章(15010
40006330）各一枚，声明作废。

●徐伟遗失金厦房地产金
厦广场小区5号楼一单元
603购房首付款收据3张，
收据号:0075885，金额:200
00，收据号:0043386，金额:
77835，收据号:0037236，金
额:22000声明作废。

●新城区优麦切面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150
102600474259，声明作废。

●兰剑（身份证号15010219
6105085011）遗失下新营村
拆迁改造村民回迁安置证
（御景城邦A区1号楼东单
元25层C户型）补偿安置协
议编号：NO：0023830；序
号：NO：0060，声明作废。

20世纪70年代，美国
圣地亚哥大学曾创立了职
业枯竭自测量，将枯竭定
义为：“由于个体的价值、
尊严、神经和希望的衰退
而对灵魂造成的一种腐
蚀。”换句话说，职业枯竭
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持续应
激源，尤其是工作中的人
际应激源，所导致的一种
负性精神状态。

职业枯竭包括三个症
状维度：一是情感衰竭，筋
疲力尽；二是人格解体，冷

漠疏离，玩世不恭；三是缺
乏成就感，自我效能低下。

具体来说，职业枯竭
的生理症状包括疲劳、疼
痛、体重变化、失眠问题。
心理症状包括焦虑抑郁、
易怒、自卑、缺乏自信、悲
观绝望，甚至萌生自杀想
法，以及认知功能减退。行
为症状反映在人际关系不
良、不愿社交、家庭关系危
急、工作质量下降、频繁更
换工作或辞职，甚至依赖
烟酒、咖啡因、药物等自我

麻醉或自我伤害等。
职业枯竭持续的慢性

压力会导致大脑退化，会
对参与学习和记忆活动的
神经系统产生破坏性影
响，而其所产生的应激效
应会抑制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轴的反馈调节通
路，导致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的减少，使人的大脑
退化。由此看来，坊间传说
的“工作太累了大脑会崩
溃”“人会变‘傻’”，也许有
道理。

发生职业枯竭怎么办
呢？以下5种方式可以进行
适当的调节：

转变思维 工作中难
免遇到各种压力，要学会
转变思维，从积极的角度
看问题。尽管工作十分重
要，但不是生活的全部，更
不是唯一，这是改变行为
的基础。

睡个好觉 睡眠是消
除身体疲劳、恢复体力、修
复不良情绪的最好方式，
良好的睡眠有利于保护大

脑，提高脑力，增强免疫
力。睡眠对保护人的心理
健康、维护人的正常心理
活动极其重要。

健康饮食 科学研究
表明，健康的饮食既能促
进身体健康，又能防病祛
病。

规律运动 运动可以
优化睡眠，释放或缓解各
种压力，改善和恢复大脑
前额叶皮层功能，释放多
巴胺、内啡肽等“快乐因
子”，也能提高认知功能。

适度社交 只有通过
交往去建立和谐的人际关
系，才能同他人友好相处，
合作共事，创造“人和”的
境界，保持好的心境，逐步
走向理想的彼岸，最终实
现人生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
采取上述方法仍然不能消
除职业枯竭症状，那就需
要进一步看心理精神专科
门诊。待医生明确诊断后，
再给予进一步的药物及心
理治疗。 （据《大河报》）

立夏之后，阳光中紫
外线辐射也相应增强。防
晒霜成了“黑皮”大救星，
出门前不抹点防晒霜，总
觉得少点什么。然而，在防
晒霜的选择上，你做对了
吗？

据英国《独立报》报
道，皮肤学专家建议，至少
选择SPF值为30，UVA为4
星级的防晒霜，才能够起
到保护皮肤的作用。

SPF表示“防晒系数”。
SPF值越高，皮肤晒伤的可
能性越小。英国皮肤科医
师协会(BAD)将防晒品分
为四类：低级保护(SPF 6～
14)，中级保护 (SPF 15～
29)，高级防护(SPF 30～50)
和 超 高 级 的 保 护 (SPF

50+)。同美国皮肤病学会
一样，该组织建议个人应
选择SPF值为30或更高的
防晒霜。

来自纽约市的皮肤科
医生约书亚·泽克纳说：

“我告诉我的病人要尽可
能追求高的SPF值，这可
以看作是一张保险单，可
以在最长的时间内提供
最大程度的保护。”即使
你的皮肤不容易被晒伤，
但仍然值得使用防晒指
数为30或50的防晒霜，为
皮肤起到很好的保护。
UVA星级4星以上最好除
了SPF值之外，购买防晒
品时还需注意UVA星级。
SPF可以防止UVB (紫外
线B射线) 辐射皮肤，而

UVA星级则表明太阳紫
外线A射线被防晒霜吸收
的程度。皮肤长期暴露于
UVB射线下，可能会引起
皮肤癌，而UVA射线穿透
皮肤可能导致皮肤过早老
化。

UVA星级最高为5颗

星，英国皮肤科医师协会
建议应选择UVA等级至少
达到四颗星的防晒霜。

此外，现在仍有很多
人对防晒存在误区，认为
防晒只有在夏天天气十分
炎热的时候才需要。但实
际上，天气只能反映季节

变化，而防晒应随时随地，
确保皮肤免受太阳光的伤
害。即使是在灰蒙蒙的阴
天，高达80％的危险紫外
线仍然能穿透云层。而在
冬季，暴露在阳光下也会
对皮肤造成伤害。

（据《北京晚报》）

青少年喝运动饮料
易肥胖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新一
期美国《儿科》杂志上发表
报告说，在调查前一周至少
喝过一次运动饮料的青少
年比例，从2010年的56%上
升到2015年的57.6%。美国
儿科学会指出，虽然运动饮
料厂商称其产品能补充水
分和电解质，但参加正常体
育活动的青少年并不需要
专门补充电解质，而如果是
为了补充水分，喝水更加健
康。医生建议，青少年应少
喝运动饮料，因为运动饮料
热量较高，会增加肥胖和
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

（据新华社报道）

选对防晒霜 白嫩过一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