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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首次发布居民慢病死因报告
恶性肿瘤是“第一杀手”，其中肺癌是第一“夺命癌”
晚报讯 居民死亡率及其死亡原因的变
化是反映人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昨
天下午， 南通市卫计委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召开2017年南通市居民慢病与死因报告发
布会。据悉，这是我市首次正式发布居民慢病
与死因报告。数据显示，居民前五位死因依次
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病、心脏病、
损伤中毒。
据介绍，2017年南通户籍居民期望寿命
达到81.86岁，较2016年的81.41岁增长了0.45
岁。其中男性79.44岁，女性84.36岁，10年来南
通居民期望寿命增长了四岁余。 居民前十位
死因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病、
心脏病、损伤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病、消
化系病、神经系统疾病、精神障碍、泌尿生殖
系病，与2016年死因顺位一致,恶性肿瘤依然
占据死因顺位第一位。
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阻塞性
肺部疾病、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简称慢病，下同）已成为我市城乡居民的主要
死因，2017年， 全市因慢病死亡的人数占总死
亡的87.16%。 全市监测数据还显示，18以上岁
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6.90%，糖尿病患病率为
8.20%，冠心病患病率为2.20%；慢病危险因素
流行也较为严重， 超重率34.30%， 肥胖率
10.10%， 血脂异常率39.80%， 吸烟率20.10%。
2017年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为10.40%。
与2016年死因顺位一致， 恶性肿瘤依旧
是南通市居民的第一杀手。 去年因恶性肿瘤
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的30.24%。 发病部位顺
位前10位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

食管癌、乳腺癌、胰腺癌、甲状腺癌、前列腺
癌、宫颈癌，其中肺癌仍然是第一
“夺命癌”。
根据分析，我市一些主要健康指标，如居
民期望寿命、 儿童死亡率等居全国、 全省前
列，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随着人群寿
命的延长，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2017
年南通市老年系数达到28.13%。 伴随人口老
龄化而来的还有慢性病的威胁，慢性病已成为
威胁我市城乡居民的主要疾病。 研究发现，高
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跟生活方式密切
相关。 市卫计委呼吁广大市民树立“
每个人是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积极参与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行动， 来有效控制慢病及超重肥
胖、吸烟、体力活动不足等慢病危险因素。
发布会还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恶性肿瘤的
流行状况进行了解读， 人口老龄化是引起我
市恶性肿瘤死亡率呈现结构性上升趋势的主
要原因。一些恶性肿瘤的分布呈现地区性，但
事实也证明，通过一些预防控制措施，恶性肿
瘤的发病死亡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 比如
启东是我国肝癌高发现场， 在采取了保护水
源、控制肝炎流行、预防粮食霉变等措施后，
发 病 率 从 1975 年 的 58.93/10 万 明 显 下 降 到
2017年的33.86/10万。 市卫计委表示，今后将
继续实施癌症早诊早治等有效措施进一步遏
制恶性肿瘤的流行。
居民慢病和死因是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和
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本着
“
服务公
共决策，引导公众关注健康”的目的，今后，市
卫计委将定期向社会和媒体公布全市居民慢
病和死因报告。
记者冯启榕

未来三天通城最高温仍将破“
3”
何时入梅还存较大不确定性

晚报讯 高考过后， 通城天气维系了两
日的凉爽，不过气温一直呈攀升状；昨天气温
开始发力飙高，白天最高温冲至34℃，已经接
近高温线。 预报称，今起高温持续，或将再迎
35℃高温日。
副热带高压和北方冷空气的缺席， 为通
城带来了难得的好天气。就目前看，今明两天
市区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所不同的是，今
天我市局部地区或将有阵雨或者雷雨， 雷雨

时将有短时阵风8-9级。
除却今天气温会特别高外，放眼后半周，
最高温大都在29℃~31℃之间，低温段也相对
较为平稳，大致在20℃~22℃上下，风力以东
南风为主。至于大家关心的梅雨何时抵达？记
者从市气象台最新了解到，南通常年是在6月
20日左右，目前天气形势变化仍然较大，产生
梅雨的关键因素——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目前仍然偏弱， 故到底何时会进入梅雨季节
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今明后3天天气预报】13日：晴到多云，
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阵风8-9级，
偏南风3-4级，22℃~35℃；14日： 晴到多云，
东南风4级左右，22℃~31℃；15日：多云，东南
到东风3-4级，20℃~31℃。
记者李彤
（合作单位：南通市气象局）

网售医疗器械，别忘了来备案
我市启动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及监管工作
晚报讯 昨天，市食药监局对外发布《南
通市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办事指南》，明确
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应当是依法取
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 经营许可或者办理备
案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根据《指南》，医疗器械企业应在南通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yjj.nantong.
gov.cn）中下载填报《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
信息表》，并向食药监局提供医疗器械网络交
易服务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以及与所有拟入
驻的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签订
的入驻协议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市食药监局
备案工作办理人员对填报的信息进行核实，
符合规定的， 应当于7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
开备案信息。 对不予备案的， 应当告知备案
人并说明理由。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办理

均不收费。
眼下， 我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针
对辖区生产和经营企业开展宣传培训工作，
明确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的政策要求，进
一步落实监管责任与企业主体责任； 主动收
集本辖区通过自建网站及第三方平台销售医
疗器械的企业名单，建立基础数据。 同时，坚
持“线上线下” 一致的原则开展监督管理工
作，将网络销售医疗器械作为日常监管、专项
检查的重点内容， 强化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
督检查工作； 对省市局移送的监测信息及时
组织调查处理，调查处理结果应当及时上报。
截至目前，南通尺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通慧瞳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海安海璐商贸
有限公司、 江苏安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均完
成了网络销售备案。
记者冯启榕

全国初级会计资格考试成绩出炉
首次实行“
后审”，资格审查时间为本月19日至下月4日

端午小长假周边游井喷式增长
亲子酒店预订量增长近6倍
随着端午节小长假的临近， 小长假期间
周边亲子游井喷式增长， 亲子酒店的预订量
环比增长近6倍，其中“家庭房”的订单量同比
上升近70%。 此外，6月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学
生群体成为出游另一支主力军， 毕业旅游以
短途为主， 而经济连锁型酒店成为了他们的
首选，占比超过了85%。

国内酒店订单量同比增幅超50%
据携程酒店大数据研究中心数据提供的
数据显示，2018年端午小长假的订单量同比
增幅超过了50%。 南通周边的上海、杭州、南
京、苏州等地较为热门。
小长假期间， 周边亲子游呈现井喷式增
长，亲子酒店的预订量环比增长近6倍。 三亚
成为了小长假期间最受亲子用户欢迎的城
市。受生育制度的放开，二孩亲子旅游市场正
在爆发， 亲子用户中二孩家庭的占比高达近
20%，这一趋势也体现在了端午酒店数据中。
数据显示，端午期间拥有多张床或套房的
“家
庭房”订单量同比上升近70%。

拼假远行促海外酒店预订升温
海外酒店方面， 因为6月14日开幕的俄
罗斯世界杯恰逢端午节，因此今年端午节期
间， 俄罗斯酒店预订量接近600%。 数据显
示，6月16日至18日，莫斯科成为了最为热门

的城市，其次为圣彼得堡、索契、喀山和下诺
夫哥罗德。
此外，最热门的10个城市中，日本、泰国
囊括了7个，分别是普吉岛、曼谷、东京、大阪、
京都、清迈、芭提雅，由于休闲度假以及换季
购物需求意愿的增长，东京、大阪等城市地理
位置好、交通便利的高星级酒店预订火爆。
此外，排名前十的巴厘岛，酒店预订增量
也非常大，环比超过两倍，建议有计划的消费
者尽早预定。随着暑期的临近，预计这种状态
会持续至8月份。

毕业季出游学生看重酒店价格
端午节除了是传统节日， 也是学生们毕
业的欢庆日。端午期间，低星级酒店几乎与高
星级酒店持平。
据了解，6月酒店订单的贡献量， 学生群
体占比显著提升。学生群体在毕业季，早已经
和朋友们计划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
在酒店的选择上，
“价格”是第一考虑因素，超
过85%的
“
学生党”预订了经济连锁型酒店。
除了度假放松外， 有相当大比例的“吃
货” 旅行者是为了品尝各地的粽子和应季美
食而开启端午旅途。 根据携程美食林的数据
显示，粽子、咸鸭蛋、小龙虾、黄鳝等当季美食
成为搜索量最高的热搜词。
本报记者李波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财政局获悉，2018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成绩已
全部出炉，各科目合格标准均为60分，本年度
内一次性通过全部科目方为考试通过。 考生
可登录“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
南通市财政
局”网站（czj.nantong.gov.cn）或“南通会计”微
信公众号查询各自的考试成绩。
据市财政局会计处处长张安冲介绍，有
别于往年的是， 今年初级会计考试的资格审
查首次实行“后审”，即：考试通过的考生，若
不符合报名条件和地点， 一律不予发放初级
资格证书，并取消考试成绩。而符合发证条件

的考生，须在本月19日至下月4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到指定现场审核点进行资格审查。
在进行资格审查过程中， 考生务必带齐
相关材料， 包括： 居民二代身份证或军官
证； 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或以上学
历证书 （取得证书时间截至2018年7月）； 以
及相关报名所在地的证明材料 （在职在岗人
员需提供户籍证或者居住证或者其他证明材
料； 2018年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书； 在
校学生提供学籍证明及学生证； 其他人员需
提供户籍证或居住证）。
记者李彤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昨起接受网上报名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审计 局 获 悉 ，
2018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昨起接受网
上报名，报名时间将一直持续至本月25日；今
年的考试时间为10月21日（周日）。
据了解，审计专业技术初、中级资格考试
均设《审计专业相关知识》和《审计理论与实
务》两个科目，高级资格考试设《经济理论与宏
观经济政策》和《审计理论与审计案例分析》两
个科目。各级别考试均分两个半天进行。其中，
初、 中级资格考试每科考试时间均为2.5小时，
高级资格考试每科考试时间为3小时。
考生报名可通过全国审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官方网站审计考试专区进行。 要提醒初
次参加考试的考生，本月26日至27日（上午9:
00-11:30，下午13:30-16:30）接受报考资格审
核时， 务必要带上网上报名系统内打印的
2018年度审计专业资格考试申报表； 相应的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报考初级的应
届毕业生需提供学生证、 毕业生推荐表以及
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证明原件及复印
件；有2个以上学历的或参加工作后又取得高
一级别学历的报名者应同时提供本人前学历
证书原件；本人身份证（或军官证）原件及复
印件（需正反面复印）。
记者李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