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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降温“不按套路出牌”
市区今晨最低温14℃，或创入秋以来温度新低

晚 报 讯 冷空气驾到，11日市
区最低温16.9℃，12日再降，为15.4℃；
如果说上周的高温和阳光还有点夏
天的味道， 本周的气温滑坡真可谓
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凉凉的秋意。
受冷空气补充， 今天湿冷的感觉会
更加明显，清晨最低温仅有14℃，或
将创入秋以来最低温新纪录。
细雨蒙蒙，加上北风簌簌地吹，

放眼大街， 着短袖的壮士已不见踪
影，大多数市民都已穿上了外套；毫
不夸张地说， 今天的天气若套上关
键词，不是“凉”，而是“
冷”。 猛然间
想起，是不是该回家添秋裤了呢？
市气象台称， 较强冷空气对北
方的影响于本周三已基本结束，而
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 副热带高
压迅速撤退， 未来三天我市的气温
将持续低迷。市气象台预测，即将到
来的双休日最低温在17℃上下，而
截至本周末， 我市的高温也仅在
20℃~21℃徘徊。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 一天的最
高温通常出现在午后， 最低温则出

现在深夜和凌晨， 而这次降温则不
按套路出牌。省气象台说，江苏多地
会出现白天比晚上冷的情况。因此，
大家日常穿衣得参考最低气温。 虽
然俗话说
“春捂秋冻、不生杂病”，但
是老年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
适时添衣。
【今 明 后 3 天 天 气 预 报 】13 日 ：
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
右，14℃~20℃；14 日 ： 阴到多云有
阵雨， 东北风4级左右，17℃~20℃；
15 日 ： 阴有阵雨， 东北风4-5级，
17℃~21℃。
记者 李彤 实习生 袁晓露
（合作单位：南通市气象局）

我市将开展居民入户调查
共抽样调查75个社区或行政村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人社局
了解到，根据人社部函〔2017〕149号
要求， 我市作为人社部定点调查城
市之一，11月将开展城乡一体化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本情况调查
（社区直报调查）。
调查实施时间为11月4日~10
日，调查时点为11月3日24时整。 此
次调查主要是为了摸清城乡居民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有关方面的基

本情况，服务科学决策和政策制定。
内容主要涵盖：城乡居民在就业、专
业技术和职业技能、职业构成、社会
保险、劳动关系、工时、休假、劳动收
入、 权益维护以及劳动人事争议处
理等方面的情况。
本次调查人社部共抽取了60个
城市进行。 我市共抽样调查75个社
区或行政村， 参加调查的社区或行
政村， 采用等距抽样方法从全部住

户中抽取20户以上居民进行调查
（每个村级区域调查居民数不少于
70人）。
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 住户
居民问卷由社区、 居委会或行政村
的工作人员入户访谈， 填写并审核
调查问卷。人社部门提醒，如果您家
被抽中成为调查对象，请积极配合，
完成问卷调查。
记者 卢兆欣

月底南通将新增3座通航城市

济南汕头南昌纳入飞行版图

晚 报 讯 喜欢乘坐飞机从
家门口出游的市民，金秋的旅游
计划可以更丰富了。 南通机场在
10月29日进行航班换季后，不仅
有加密的热点航线，而且将新增
3座通航城市，分别是济南、汕头
和南昌。 作为旅游目的地，3座城
市各有千秋，南通人只需要飞行
两个小时左右就能拥抱另一片
秋色。
济南是山东省省会，又称“
泉
城”，有七十二名泉之说，趵突泉、
大明湖为世人熟知， 文化底蕴深
厚。它地理位置独特，是环渤海经
济区和京沪经济轴上的重要交汇
点， 在济南可以感受到老舍笔下
冬天的
“温晴”，可以看到“四面荷
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
景。 汕头位于广东省东部， 素有
“岭东门户、 华南要冲”“海滨邹
鲁、美食之乡”美称，以牛肉火锅、

牛肉丸等潮汕美食名满天下， 吃货
去汕头绝对可以开启一场美食之
旅。 近年来，南通、汕头两地商贸往
来频繁， 产业互补性强。 航线的开
通， 将为两地深化商贸合作搭建便
捷的空中桥梁。提到滕王阁、八一起
义，就必定想到南昌，作为江西省省
会城市， 南昌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又是革命英雄城市，也是江西旅
游的必经之地， 从南昌出发可抵达
周边的庐山、鄱阳湖、龙虎山、井冈
山、三清山。
据了解， 南通至济南航班每周
二四六发班，下午4点起飞，5点50分
到达； 济南至南通是早晨8点5分起
飞，9点40分到达。 南通至汕头航班
每周二四六发班， 上午10点30分起
飞，12点40分到达；汕头至南通下午
1点20分起飞，下午3点20分到达。这
两个航线均由北部湾航空执飞。 东
海航空新开的南通至南昌航班，近
期也将进入销售系统。 更为喜大普
奔的是， 济南和汕头航线提前15天
购票，特价机票199元起；提前30天
购票，特价机票99元起。
记者 朱蓓宁

特别提醒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启动

陈桥猕猴桃进入采摘季

提醒市民：不要到生活美容机构施行医疗美容项目
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的通知》的
统一部署和分工要求，我市各级卫生
监督所工作重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
对美容医疗机构全覆盖监督检查，以
注射美容为重点，规范医疗美容服务
行为，查处违法违规开展服务的机构
和人员； 二是根据投诉举报线索，查
处生活美容机构、宾馆酒店、会所、居
民住宅等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等违法犯罪活
动； 三是根据上级要求监测上报非
法医疗美容类互联网不良信息；四是
配合其他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目前， 全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
正对所有医疗美容机构开展地毯式
专项监督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超

临床应用技术范围超诊疗科目施行
医疗美容手术、项目的行为，违法使
用走私的注射用肉毒素、溶脂针、玻
尿酸等药品、医疗器械的行为，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 并在第一时间向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 公安机关等部门
通报信息，共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在此， 市卫生监督所提醒广大
市民，在接受医疗美容服务时，请选
择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规医
疗美容机构。 希望广大爱美者提升
辨识能力， 不到生活美容机构施行
医疗美容项目， 自觉选择医疗美容
机构接受医疗美容服务。 如果发现
身边存在非法医疗美容的行为，请
拨打12320卫生热线。 记者 冯启榕

“傍洋名牌”好日子到头了
涉外商标侵权被工商锁定重点打击
晚报讯 节日期间， 市场监管
局平潮分局接到群众举报， 某超市
疑似销售假冒的星巴克咖啡产品。
执法人员随即调查取证， 与星巴克
公司授权委托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
取得联系， 鉴定确定产品为未经商
标权利人星巴克授权或许可， 假冒
星巴克公司注册商标的产品。同时，
经广州市荔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实， 该批星巴克盒装咖啡外包装上
标注的
“中国进口商：广州市达利食
品贸易有限公司” 从未进行过注册
登记； 经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核
实， 当事人事后提供的涉案商品的
卫生证书也是伪造的。 该超市销售
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已被立案查处。
据悉，9至12月， 相关部门在全
国范围内集中打击侵犯外商投资企

业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其中，恶
意抢注商标和
“
傍名牌”等行为成为
重点打击对象， 南通在这方面已先
行一步。
由于中外法律制度的差异，一
些外商投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机
制不够健全。 市工商局针对这一情
况，制定了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合
同文本和制度文本，提供给企业使
用。 今年7月，开发区某日资企业投
诉，反映公司某离职的部门负责人
窃取客户信息和技术信息，非法提
供给他人使用，严重损害了公司利
益。 市工商局稽查处接到投诉后，
迅速成立专案小组， 组织开展调
查，同时积极帮助企业分析问题成
因，协助企业完善内部员工管理制
度和对外委托加工合同，增加保密
条款，使得企业有效避免了遭受更

大损失。
结合打假保优
“锲石”专项执法
行动， 工商重点查处涉外商标侵权
和“
傍名牌”的行为。今年以来，全市
共查处涉外商标侵权案件12件，案
值59.19万元，罚没96.24万元。 海门
市市场监管局查扣了销售侵犯美国
“paul frank”商标的服装1393件，货
值金额31.26万元。 如皋市市场监管
局连续查处两起生产侵犯日本株式
会 社 麦 姝 风 格 制 作 所“
gelato
pique”商标权案，共没收服装2213
件，罚款25.15万元。 全市还查处多起
假冒“
simon”插座、“西门子”开关、
“迪士尼”商品案。 通过集中查处一
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案件，
切实提升了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
记者 朱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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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和净化
我市医疗美容市场， 切实维护广大
求美者的健康权益，连日来，南通市
卫生监督所联合各县（市）区卫生监
督所，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
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提高， 医疗美容需求日渐
旺盛， 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注射透
明质酸钠（即玻尿酸）、胶原蛋白、肉
毒毒素等进行“微整形”医疗美容。
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利益， 无相应
资质非法开展医疗美容小项目，危
害和影响消费者健康。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等
七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严厉打
晚报讯

晚报讯 瓜果飘香， 又到了
收获的季节。 10月正值猕猴桃成
熟季节，猕猴桃素有“水果之王”
“维C之冠”“营养金矿”“保健奇
果”等美誉。从港闸区陈桥街道五
里树社区内的百亩果园放眼望
去，大片的猕猴桃郁郁葱葱，所到
之处，藤蔓上一串串深绿色、如拳
头般大小的猕猴桃簇拥在一起，
长势喜人，一片丰收景象。

据果农袁大凯介绍， 目前猕猴
桃成熟的品种叫红阳， 也叫红心猕
猴桃。该品种果型中大整齐，肉质鲜
嫩、清香爽口，果心小，果味浓。据了
解，果园共种植猕猴桃70余亩，除了
目前种植的红阳外，还有徐香、金魁
等多个品种。目前，红阳猕猴桃已大
部分成熟， 采摘期将持续到10月中
下旬。
记者 徐培钦

如皋双节旅游收入增幅超五成

“特色民宿”成新亮点
晚 报 讯“
国庆+中秋”，八天
假让市民十足过了把“旅游瘾”，
记者昨天从如皋市旅游局了解
到， 双节期间如皋主要景区共接
待游客51.42万人次， 同比增幅
58.22%；有别于往年的是，外地
游客对于南通乡村旅游， 在住宿
上更多地选择了特色民宿。
针对旅游消费需求，近年来如
皋主动作为，围绕打造
“
长三角休
闲养生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已建
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2家、3A级8
家；省三星级、四星级乡村旅游点

各4个；
“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
12家。纵然如此，节日期间，如皋各旅
游星级饭店黄金周前5日基本满房，
森果休闲度假农庄、 通利生态农庄、
长江药用植物园等乡村旅游点客房
节前也已全部被预约；而对于民宿的
需求则更加热火。 据业内人士分析，
纵观如皋接待旅游住所状况， 接下
来，合理利用资源、统筹设计，打造具
有如皋特色的民宿，或将成为如皋全
域旅游精准发力的内容之一。
记者 李彤 实习生 袁晓露
通讯员 杨志梅 章志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