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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玖陆双庆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杜方健与你单位确认劳动关系争议一
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1636号。因无法
直接或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
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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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5日下午14时00分在
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6
室（二号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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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5日

公告:重庆市越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GB0205渝GB3056
渝 GB0595 渝 GB3865 渝 GB3782 渝 GB1596 渝 GB1659 渝
GB1773渝GB2105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太升运输公司渝A97R59. 渝 A08U59. 渝 B8N905. 渝
A71N97.渝BR7583营运证遗失作废。

沙坪坝区璐强预制构件厂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5001065005568）；遗失在中国工商银行重庆青
木关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0350501，编 号 653000137979，账 号
3100082409024841117），声明作废。

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等公告
在2019年5月24日重庆润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已由张智变更为冯乐；在2019年5月24日原股东罗敏、
重庆智乐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0%股权
已转让给现股东冯乐；在2019年5月24日起原股东重庆智
乐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5%股权转让
给现股东汤俊凯。2019年5月24日以前产生的所有债权债
务、人员工资、税收、工商等所有费用由原股东罗敏、重庆智
乐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罗德均全权负责，2019年5月24日
以后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现股东冯乐、汤俊凯、罗德均全
权负责。请与本公司有债权、担保关系的各单位及个人，于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和担保。自登报之日
起30日内无申报债权或担保者将于本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公司合并公告
经双方股东会决议，重庆川东南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

司（简称甲）吸收合并重庆宏帆地图印制有限公司（简称乙），
合并完成后，甲方继续存续，乙将注销。合并前注册资本甲
6700万，乙200万，合并后甲6700。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将视为没有提出要
求。联系电话：023-65730567吸收方：重庆川东南工程勘察
设计院有限公司；被吸收方：重庆宏帆地图印制有限公司

遗失北碚区公共保障住房管理中心两江名居房管中心
重庆市政府非税收入电子缴款专用收据（第二联收据
联），号 码（2018）NO：002803081、002803076、
002803051、002803065、002803067、002803068、
002803044、002803039、002803038、002803034、
002803033、002803024、002803018、002803014、
002803012、002803011、0028030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潘莹莹遗失重庆市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护理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书号
140091201706000449声明作废●潘莹莹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
证书，证书号201850001969声明作废。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危险固体废物

转移、处置竞争性谈判活动，合同期2年，项目预计费用
60万元。请具有相关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19
年7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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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室报名。
联 系 人：方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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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8.6.11发经济技术开发区幺哥火锅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8MA5YY7XJ72、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JY25001080131538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牛洋歌养殖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5YYE8NXW）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曾悦玥于2016年遗失2012年11月购买重庆复地.
花屿城A区21-3号房屋的相关收据，特此声明●遗失渝A70900道路运输证500112013910号作废●遗失傅艳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4196707281889号作废●遗失熊昌淑残疾证51021319490428442323作废●张梅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165886遗失补办●遗失重庆伟佰利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1141036603作废●遗失北碚区胜利路哥们好食品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JY15001090043759作废●遗失谢雨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059542作废●遗失2015.8.19发沙坪坝区中中装饰设计工
作室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6125706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祜骜阁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602A5B8J）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收据遗失声明：重庆豪麟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广州
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关于富力湾会
所场地保证金及水电保证金收据两张，编号为
0019465、0019466收据作废。
声明公司：重庆豪麟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7月4日

减资公告 ：经重庆炜懿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MA5UDCHG6P）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减至5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7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雅凡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7842216877）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7月5日
遗失重庆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生活广场有
限责任公司2018年3日12日开具给重庆
远信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装修保证金收
据，号码为A252-S18000558 ，金额小写
￥5000 元(大写) 伍仟元整，声明作废

道鸿公司渝BS1929营运证500110079614遗失。遗失李德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1017480
声明作废。汇旭盛公司渝 D98132 营运证 500110086937 遗失。旺越公司渝 BN6180 营运证
500222035798 渝 BH9196 营 运 证 500222068268 遗 失 。 鑫 华 远 公 司 渝 D63716 营 运 证
500105017530 遗失作废。天旺公司渝BY1852 运营证 500222044815 遗失做废。灵泰公司渝
BR1792营运证500108011031渝BS5093营运证500108011025遗失。重庆科氏运输有限公司万盛
分公司渝B5A155营运证500110068320遗失。重庆耀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Q8325
营运证 500110010238 遗失。富鑫公司渝 BY6618 营运证 500110055040 遗失。桦威公司渝
BV5508营运证500110037607渝B2967挂营运证500110037629遗失作废。恒业公司渝BQ1558
营运证遗失。佳绩公司渝 D96520 营运证 50011094234 遗失。航星公司渝 BJ0516 营运证
500108017448渝BH2002营运证500108023425渝BJ9373营运证500108016238灭失注销。

遗 失 重 庆 盖 尔 曼 仪 表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109MA5UR1UR5F）开具给湖北华兴机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税号91420821773936695J）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第三联）1 份（发票代码
5000184130，号码05098683）特此声明

重 庆 市 知 行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279587099X9）遗失税务机关代开通用
机打平推式发票（三联无金额限制版）16份（发票
代 码 150001320230，起 止 号 码 01064162-
01064166、01064180-01064190）声明作废
重庆犁夫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9322390494Q )遗失空
白增值税专用发票19份（发票代
码 5000162130，起 止 号 码
01826922-018269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载涪页岩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4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
《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务
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王朝强
注销公告：重庆暴走网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EDRT4N）经投资人决定，本企
业拟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60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2019年7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蜗车一族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582802280D）股
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长寿区洪湖镇开德农机店增值税
普通发票（2008版）代码5000172320
号 码 11373044- 11373049、
11373060-1137306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庄茂商贸有限公司（识别号
91500223091248422F）发票领购簿作废●遗失璧山区俏孩子母婴用品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15001200043624作废●遗失重庆尊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1127100520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鲁渝体育场馆管理服务部卫生许可证
渝卫公证字（2015）第5001125745号作废●遗失2018.3.9发江津区旭阳汽车维修部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6MA5YRX303A作废●遗失重庆市北碚区威达日用品经营部食品
流通许可证副本SP5001091150017788作废●遗失重庆市对窝溪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税务登记
证副本，号码500110066190986声明作废●重庆邦富物流有限公司500222007015道路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遗失个体户姚小弟(渝北区净轩洗浴中心)2018.8.27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602AD25Y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志童凤姣农家乐公章壹枚（编号5001127070728）、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27070729）声明作废●遗失涪陵蜀桂物资有限公司公章壹枚、财务
专用章壹枚、法人馮聖私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3月15日核发的重庆汇凸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1A74H声明作废

●重庆宾通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万州五桥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50050130030000000290核准号J6670004632201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袁杰食品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15001060118549，声明作废●遗失2019.6.4核发的个体户荣春红(彭水县轻宫坊家居馆)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43MA60DQWH2N声明作废●重庆伟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黄山大道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166209024506225核准号J6530043563901声明作废●龙希遗失重庆师范大学毕业证，专业：环境艺术设计（独立
本科段），证书编号：65500104093042283 ，声明作废●遗失2018.8.21核发的海外国际旅游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6J2A2K 声明作废●经营者冯小玉遗失2018-09-19核发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30MA5Y0DYY77，声明作废●重庆金悦药店印章证明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冉瑞亮,张玲玲之子冉景熙2015.1.29在巴南区人民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46307声明作废●遗失饶瑜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3MA5UDR8C7J声明作废●遗失何松渝《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50025554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郡优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137054390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清江镇康久营饭店发票领购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6MA5UJFPL9L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森海北屿足浴中心重庆通用机打发
票.发票代码150001920230发票号码00486130作废●遗失2018年7月30日核发黄仁莉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902613450268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2010年，重庆市巫溪县古路镇观
峰村4组村民谌基洪（已故，身份
证号码 511227197503143155）
从广东省化州市带回一妇女，约

23岁，取名陈红。如其父母和其他亲属见此
公告，请及时来电、来信联系陈红暂住地公安
机关（巫溪县公安局古路派出所，023-
51229660；来信地址：重庆市巫溪县公安局
古路派出所）

●重庆好农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2016.8.23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1MA5U6KYN58声明作废●重庆力美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原公章（编号5001122042194）
遗失作废，现启用新公章（编号5001141028168）特此声明●重庆新博野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税号500905073697558)
遗失报税盘,盘号662402502778,声明作废●佳鼎物流公司渝BT8292营运证500105009265遗失作废●唐利丽,女,护士证,证号200950027284遗失,声明作废●重庆雅智渝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建新北路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3100022909200088325核准号J6530075823902声明作废●经营者郑光群遗失于2010年6月1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50010860014184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重庆天智优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QQY812）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9年7月5日

出于信任接下商演

昨日上午10点，记者在杨家坪西城天街
星巴克见到了郑女士，29岁的她在大学时就
兼职做模特，也是在大学期间，郑女士认识了
承接活动的张先生。

郑女士说，2018年9月初，她接到张先
生的电话，称其公司于当月在泸州有一场活
动，需要20多个模特，想与她合作。“我是模
特和礼仪的组织者，总共找了20个模特和8
个礼仪前去泸州，参与了月映东方项目推介
会的商演，总的劳务费为1.8万元。”郑女士
说，她对张先生非常信任，早在2013年她就
给张先生的项目做过几场礼仪，后来张先生
的一些同行需要找模特偶尔也会介绍她去，

“这些年我们相处得很好，我甚至都把他当大
哥看待，所以他说1.8万的价格，我没讨价还
价，也没有让他付定金，就连合同也没有签。”
郑女士懊悔地说。

劳务费一直被拖欠

出于对张先生的信任，郑女士带队做
完活动后，并没有急着催款，而是过了两个
月，参与演出的模特找她要劳务费，她才去
联系张先生询问打款事宜。“当时他说公司
资金困难，叫我等等，到年底时候打款给
我，结果到了年底又说春节后给，春节后又
推到今年5月，到了5月底我去他办公室从
早上等到下午5点过他才回来，可还是说没
有钱，就补写了一个类似于欠条的协议。”
郑女士气愤地说。

记者从郑女士出示的协议中看到，双方
于2019年5月31日约定1.8万元的费用分
两次付清，首笔款9000元于6月30日支付，
第二笔款的9000元于7月31日支付，落款
是张先生的签名，并盖有公司公章。郑女士
告诉记者，到了6月30日约定付第一笔款
时，张先生并没有付款，直到7月1日她在一
些网站发布消息后张先生才于7月2日转来
了1000元，于7月3日转了3000元，“本来
约定的6月30日应该转给我9000的，可现
在却只转了我4000元，一拖再拖。”

公司法人自称也是“受害者”

昨日，记者在郑女士的陪同下，来到她与
张先生补签协议的大坪英利国际1号楼的一
间办公室，不过这里却是张先生的另一家公
司，此时办公室内只有三个人在场办公，张先
生并不在场。其中一位男士称，关于郑女士
的事情只能找张先生解决。

记者电话联系上张先生，他称自己有很
多的项目没有收到款，且公司其他项目都垫
付了资金，因此他付不出款给其他人。张先
生还辩解，自己并非是与郑女士合作的公司
法定代表人，只是股东之一。随后，记者又联
系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傅先生，他说自己在
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就退出了合作，只是在变

更法人的手续时张先生一再拖延，导致如今
自己仍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先生才是公
司的最大股东，其实我也算是受害者，我们合
伙那大半年时间，公司根本就没做多少业务，
我退出时款项也都结清了的，现在被他拖欠
款项的还有几个人是我朋友，他们都知道情
况也没过分追究。”傅先生无奈地说，他之所
以退出公司，是因为张先生的另一家公司有
钱到账就被其转走，因此不敢与其合伙。

个人雇佣市场合作普遍靠信任

记者调查了解到，现在不少个人雇佣市
场如婚礼、庆典主持人、舞者等劳务雇佣关系
普遍都存在不签合同的情况。从事婚庆布场
的黄先生告诉记者，婚庆主持或者婚庆兼职
等，双方基本上都不会签合同，因为这些人大
多是熟人介绍，很多时候鉴于人情不好开口
提签合同，并且很多都做一天，钱也不多，签
合同也显得很麻烦。

谭先生做过多
年的主持人，他说无
论是熟悉或者不熟
悉的合作关系，作为
主持人一般都没签
合同，原因是地点
远、时间紧张、金额
少等多种因素导致
的。另外活动或婚
庆等雇佣的其他劳
动者，群体一般都比
较散，十几个人甚至
几十个人都有，不可
能一一签合同，因此
在业内签合同的人
很少。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昨
天，包括主城在内的重庆多地都迎来了淅淅沥沥的雨
水，这场雨也浇熄了连日来的炎热。重庆市气象台预
计，今明两天，重庆大部可能有阳光光顾，全市最高气
温将达35℃，6日夜间到7日白天新一轮降雨又将来
袭，局地雨势较强，全市最高气温将降至32℃。

天气预报
7月5日白天：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地区阵雨转多

云，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气
温19～31℃。主城区：阵雨转多云，气温22～30℃。

7月5日夜间到6日白天：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
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20～35℃。主
城区：多云，气温23～32℃。

7月6日夜间到7日白天：中西部偏南地区和东
南部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到暴
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 21～
32℃。主城区：阴天，气温24～29℃。

从毕业到现在换了多份工作 总是在第三年遇到困惑

三年之痒
我该离职还是继续坚持

她带20多位模特参加商演 合作方大半年不付劳务费

个人雇佣
到底怎么留下维权证据

婚姻中有
“七年之痒”，
职 场 上 亦 有
“三年之痒”之
说，往往在工
作的第三年会
出 现 不 适 应
期，感觉工作
单调枯燥，没
激情，甚至失
去 信 心 。 最
近，读者戴军
向记者倾诉，
从 毕 业 到 现
在，换了多份
工作，每次都
在工作的第三
个年头遇到困
惑，感觉再待
下去也没有发
展，想换一份
工作，又不知
道会不会再次
遭遇“三年之
痒”。

切忌盲目跳槽
多分析自身能力
创业导师杨明安表示，遭遇职场

“三年之痒”时，职场人应该给自己“刹
刹车”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规划，特别
是与入职前的目标，并有意识的提升
自己，减少抱怨，通过优化和学习来改
变处境。

重庆鑫元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黄
鑫提醒说，遇到“三年之痒”，多数人选
择跳槽，但那并非唯一出路，并且盲目
跳槽换新工作更需要谨慎，因为那很
可能意味着你从头再来，投入的隐形
成本很高，多分析自身能力，选择合适
的路子来化解危机。

看他们如何度过
“三年之痒”

那么，如果遭遇职场“三年之痒”，
应该如何面对？听听过来人的经验。

方法1：考研充电

郭霖 24 岁，从河南一所大学毕业
后回到重庆，在一家公司做法务，同样
经历了“三年之痒”。她的对策是选择

“回炉”考研。“工作前一年多还行，第二
三年就觉得学的东西不够用，想回学校
再充充电。”郭霖说，她目前还是单身，
无牵无挂，正是考研的最后机会，一旦
超过25岁，再想“回炉”就难了。

方法2：跳槽换新环境

工作后“回炉”的毕竟是少数，大部
分会选择跳槽换新工作。廖凯今年29
岁，在金童路一家汽车 4S 点做销售。
毕业后工作 7 年里，他换了 4 次工作。

“最长的是在西永一家电子公司做生产
管理，前后有2年半，也没超过3年。”他
说，每当觉得工作枯燥无味的时候，首
先想到的就是跳槽，换个新环境才有新
鲜感。

方法3：创业重拾激情

小颖今年24岁，在此之前，她只干
过一份工作，做了 3 年的人力资源管
理。“毕业那会我想过创业，但是工作
后，渐渐失去了方向，尤其是第3年，压
力大工资低，曾经的创业梦想一点点被
蚕食。”今年初，小颖大胆辞职创业，做
起蛋糕店生意，“生意不管好坏，每天都
干得有激情，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重庆晚
报-上游新闻
记 者 郎建
荣

支
招

提
醒

“真没想
到被认识好几
年的大哥给坑
了！”近日，29
岁的郑女士向
本报投诉，去
年 9月，她带
20 多位模特
替一家公司商
演，找她合作
的人是认识多
年的大哥，出
于对对方的信
任没有签合
同，可对方却
一直拖欠1.8
万元的劳务
费，虽然让对
方补写了欠
条，但至今只
拿到4000元。

如今，正
值暑期兼职高
峰，记者调查
了解到，不少
个人雇佣市场
如婚礼、庆典
主持人、舞者
等劳务雇佣关
系普遍都存在
不签合同的情
况，这里面存
在哪些风险？
怎么样来规避
呢？

最好签雇佣协议

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宏
波律师认为，在郑女士的遭遇中，虽然
张先生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却是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他的拖欠款项等行
为是工作行为，应由公司承担责任。
张先生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
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
债权人利益，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
规定，张先生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另外，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所谓的已退股、退出公司，是因没有办
理备案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如今，郑女士可以通过向劳动监察机
构投诉该公司的拖欠费用行为，或者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该公司支付工
资，或者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支付工
资等方式，主张其权利。

暑期来临，唐律师提醒想兼职的
读者，受雇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若没
签订合同，一般存在未及时收到劳务
费、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或者造成他
人伤害维权麻烦等风险。因此，大家
应有自我保护意识，形成契约观念，受
雇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备一
份简单的雇佣协议在事前签署。若不
能签署书面协议，应通过短信、微信、
电子邮件等方式，在事前确定雇佣双
方主体、雇佣事项、雇佣时间、雇佣报
酬、报酬的支付时间和方式等内容，以
作为维权证据。

重 庆 晚
报-上游新闻
记 者 张 春
莲 摄影报道

双方约定6月30日付9000元，结果郑
女士才拿到4000元。

律
师
点
评

新一轮降雨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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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换多份工作总在第3年遇困

戴军（化名）34岁，典型的“85后”，昨天，
记者在光电园轻轨站见到他，身高1米7左
右，偏胖。他目前在附近一家广告公司做平
面设计，“最初觉得平面设计挺有挑战性的，
现在越来越觉得没劲，心累。”

他向记者抱怨说，自己大学学的是美术
设计专业，毕业至今11年，工作换了七八次，
最长的一份工作也没超过3年，“每次工作前
都信心满满，到了第3年就没了激情，感觉换
工作就像蜻蜓点水，沉不下心来做事。”

最近，公司接了一个园艺展览的设计项
目，安排戴军做项目负责人，每天加班到深
夜，这已经成了他的工作常态。令他苦恼的
是，尽管工作很努力，却没有得到领导认可，

“刚进公司时，目标是第3年月薪过万，升职做
产品经理，到现在一样没实现，渐渐也就感觉
枯燥乏味。”如今，戴军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一
个问题：我该辞职走人还是继续坚持？

戴军的“三年之痒”职场路

工作1：文案策划 时长：2年11个月
离职原因：工作千篇一律
戴军说，毕业工作11年来，只有第一份

工作时间最长，有2年 11个月。2008年毕
业后，他在解放碑一家公司做文案策划，“公
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每个月有5000多，那时
觉得很幸运。”

戴军坦言，文案策划是自己
从没尝试过的东西，一切都那么
新鲜并充满挑战。工作第1年，
自己一个人学着写文案、做材
料；第2年，不仅写文案，
还独立执行线下活动，很

多事一个人都能完成，一切顺风顺水；到了
第3年，戴军就感到疲倦了，“每年工作都差
不多，千篇一律，更可悲的是工资一点没见
长。”戴军觉得，这份工作也许不适合自己，
选择裸辞。

工作2：平面设计 时长：2年7个月
困惑原因：工作枯燥压力大
第一份工作裸辞后，戴军选择在家休息

半年，此后他做过销售，做过企宣，还当过新
媒体编辑，但工作时间都不长，直到三年前，
来到现在这家公司做平面设计。

“刚开始进公司觉得蛮有意思的，一来
终于重拾大学专业，二来没有真正做过设
计，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陌生。”同样，前一两
年还行，最近他又发觉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现
在的工作了。“公司经常加班，客户深夜打电
话让改设计，压力实在太大。”戴军说，现在
工作就是枯燥，有时坐在办公室能发呆一整
天，“很可能这家公司又待不下去了，总想换
份工作。”

戴军的妻子刘女士告诉记者，丈夫这些
年频繁换工作令她感到头疼，“他做啥事都没
耐心，有次家庭聚餐嫌排队麻烦，放了一群亲
戚的鸽子，现在又想换工作，我担心他就算找
到下家，会不会又干不长。”

诊断
职场“三年之痒”多出现在两个阶段

昨天，记者通过读者群发起微调查，在40
名受访者，有32人表示曾遭遇过职场“三年之
痒”，达到受访者的8成。“没有了工作激情”

“没有职务晋升”“看不到工作前景”是很多职
场人的共同特点。

重庆资深投资人、创业导师杨明安表示，
“三年之痒”多出现在职场两个阶段：职业探
索期和职业深入期。职业探索期也就是刚参
加工作的时候，生存是首位，不少人选择先就
业再择业，3年恰恰是再择业最好的时间窗
口，此时有经验有技能，不再是职场嫩头青。

职业深入期是对工作有足够的深入了
解，此时已是职场老油条，但渐渐发现要想工
作有所建树，还有很大差距，挫败和失落感随
之而来。“此时遇到困惑，除了做好清晰的职
业规划外，还得有良好的心态，戒骄戒躁，每
一次刻服困难都是一次最好的历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