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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部分饮用纯净水不合格
涉及如皋、如东等地水厂，
相关部门已要求暂停生产销售并召回
晚报讯 8 日，市食药监局稽查处对外公
布关于“省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
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2018 年第 6 期）”，涉
及我市饮用纯净水等不合格食品。
其中，如皋市长江镇港城饮用水厂生产
的江净源饮用纯净水，规格型号：15L/桶，生
产日期：2018-05-07，不合格项目：铜绿假
单胞菌。目前，如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依
法将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送达如皋市长江镇
港城饮用水厂，开展了现场检查工作。经调
查，生产单位共生产该批产品 100 桶，已全部
销售（其中 7 桶用于监督抽检）。如皋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已要求如皋市长江镇港城饮用水
厂依法暂停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并召回。
如皋市子佳饮用水厂生产的子佳桶装饮
用水，规格型号：15.6L/桶，生产日期：201805-05，不合格项目：耗氧量（以 O2 计）。目
前，如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依法将不合格
产品检验报告送达如皋市子佳饮用水厂，开
展了现场检查工作。经调查，生产单位共生
产该批产品 200 桶，已全部销售（其中 7 桶用
于监督抽检）。如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要

求如皋市子佳饮用水厂依法暂停生产销售不
合格产品并召回。
如东县马塘镇源泉纯净水厂生产的市河
源泉包装饮用水，规格型号：
16.6L/桶，生产日
期：2018-05-04，不合格项目：铜绿假单胞
菌。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依法将不合格
产品检验报告送达如东县马塘镇源泉纯净水
厂，开展了现场检查。经调查，生产单位共生
产该批产品 110 桶，已全部销售（其中 7 桶用
于监督抽检），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要求
如东县马塘镇源泉纯净水厂依法暂停生产销
售不合格产品并召回。
针对此次监督抽检结果，市食药监局要
求如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如东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在依法开展核查处置工作，督促食
品生产者采取召回不合格食品等措施控制
食品安全风险的同时，排查问题发生原因并
进行整改，对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中的违法
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在此，特别提醒广大消
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食品
药品监督部门 12331 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记者冯启榕

“如东公安微警务”
全新亮相

75 项警务服务可网上办理
晚报讯 警务服务一网通，
掌上办事更轻
松。昨天，
“如东公安微警务”新平台上线试
运行，实现如东公安出入境、治安、交管等 75
项服务网上办理。
今年初以来，如东县公安局组织开展了
如东公安微警务微信平台二期项目建设，进
一步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将警务服务
工作由
“大厅办”
向
“网上办”
“掌上办”
延伸拓
展，真正解决群众办证办照排队难、跑路难、
缴费难等问题。
如东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程军介绍，如
东公安微警务集信息公开、网上办事、进度查

询、咨询投诉、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涵盖
公共服务事项 75 项，其中与群众生活、工作
密切相关的出入境、人口、治安、交管等 20 个
公安行政审批事项可直接通过该平台进行网
上办理，实现办证“不见面审批”，真正让群众
“一次都不用跑”。此外，平台还设有我是大
侦探、警企直通车、我的社区民警、失物招领
等功能，进一步畅通一对多预警辐射渠道，实
现全方位沟通与互动。市民只需打开微信，
关注“如东公安微警务”公众号并完成身份认
证，
便可享受上述网上服务。
记者张亮 通讯员施戈

开中医诊所无需审批了

健院、急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
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外，
举办其他医疗机构的，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
构批准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执业登记严格执行国家、省卫
生计生委已制订并实施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及管理规范。
记者冯启榕

俄罗斯托迪斯舞团将来通献演
托迪斯舞团演出剧照。
（资料图片）

晚报讯 记者从更俗剧院获悉，2012
年曾登上央视春晚、以一出
“时尚版”
《天鹅
湖》 惊艳了中国观众的俄罗斯托迪斯舞团
将于 11 月 16 日晚来通演出，
为南通观众带
来一场热辣的炫舞演出。该舞团是现今世
界上最负盛名的现代舞团之一，
也是第一个
在国际上获得巨大声誉的俄罗斯现代舞团。
俄罗斯托迪斯舞团（TODES 舞团）创
建于 1986 年，共有 40 名演员，一直是流行

出现明显心理困惑请及时求助
晚报讯 10 月 10 日是第 27 个“世界精神
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心理，快乐人
生”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到来之际，
市四院专
家提醒广大市民关注精神健康，如果你存在
明显人际关系矛盾或出现心理困惑，请及时
寻找专家获得帮助和指导。
精神和心理的健康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幸
福、家庭的美满、社会的和谐。随着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竞争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精神
心理疾病的发生率逐年增高。据有关数据统
计，我国每 13 人中就有 1 人患有精神心理疾
病。
南通四院副院长徐健介绍，由于精神心
理障碍不像躯体疾病一样有着明显的不舒
服，更不可能像癌症等疾病有较高的概率会
导致死亡，所以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体没有毛
病就是健康的，忽视心理上的健康。加上很
多人对精神疾病有病耻感，导致现实中有许

新闻链接

多精神疾病患者被关在家中与社会隔绝、被
剥夺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受到身体和情感
方面的忽视，使应有的尊严得不到保障。他
认为，早发现、早治疗，许多精神心理疾病是
可以治愈的，如果有适当的治疗和社会支持，
患者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融入社会。
徐健提醒，遇到烦恼、苦闷或是气愤的
事，不要把不良情绪积压在心里。一旦发现
家人患上焦虑、抑郁或有精神疾病苗头，要学
会正确疏导。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要破除
传统观念影响，不因为出现精神障碍而自卑
或悲观失望；其次，要争取尽早接受干预和治
疗，不要误以为精神障碍只是性格问题，延误
治疗导致病情加重。
据悉，10 日上午，市第四人民医院将在
港闸区高迪晶城广场开展咨询、义诊活动，推
广和普及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知识。
通讯员朱小平 钱晨城 记者冯启榕

心理健康素养十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司(局) 发布了
“心理
健康素养十条（2018 年版）”，
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
分，
身心健康密切关联、
相互影响。
第二条：
适量运动有益于情绪健康，
可预
防、
缓解焦虑抑郁。
第三条：
出现心理问题积极求助，
是负责
任、
有智慧的表现。
第四条：睡不好，别忽视，可能是心身健
康问题。
第五条：
抑郁焦虑可有效防治，
需及早评

估，
积极治疗。
第六条：服用精神类药物需遵医嘱，不滥
用，
不自行减停。
第七条：儿童心理发展有规律，要多了
解，
多尊重，
科学引导。
第八条：预防老年痴呆症，要多运动，多
用脑，
多接触社会。
第九条：要理解和关怀心理疾病患者，不
歧视，
不排斥。
第十条：用科学的方法缓解压力，不逃
避，
不消极。

我市将建 7 万座农村卫生户厕

市卫计委发布
“新规”
，
助推健康服务业发展
晚报讯 近日，市卫计委对外发布《关于
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审批工作的通知》，
明确从即日起，我市取消中医诊所和养老机
构内设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的
设置审批，实行备案制。
《通知》指出，我市将全面简化医疗机构
审批程序和手续。除三级医院、三级妇幼保

今天是第 27 个
“世界精神卫生日”
，
专家提醒

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玛利亚·凯丽、Lady Gaga、瑞奇·马丁等巨星演唱会的御用伴舞团。
舞团常年在世界三大赌城之一的摩纳哥蒙特
卡罗赌场歌剧院和美国拉斯维加斯驻场演
出。俄罗斯托迪斯舞团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
舞团之一，与马林斯基剧院舞团、莫伊契耶夫
国家民族舞蹈团并称为俄罗斯三大舞蹈团，分
别代表了俄罗斯芭蕾舞、民族舞、流行舞的最
高水准。
记者黄哲

改厕受益户自来水接入率将达 100%
晚报讯 9 日，从市爱卫办传出消息：今
年我市将建设 7 万座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确保市委、市政府新一轮农村“厕所革命”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顺利实施，确保
我市在省委、省政府确定的
“农村无害化卫生
户厕普及率”这一高质量发展指标中的位次
按期实现。
市卫计委组织对 2018 年农村户厕改造
任务实施督导。具体任务数量如下：海安市
0.52 万座，其中省项目 0.1 万座；如皋市 0.59
万座，其中省项目 0.1 万座；如东县 0.80 万
座，其中省项目 0.3 万座；海门市 2.05 万座，
其中省项目 0.1 万座；启东市 1.66 万座，其中
省项目 0.2 万座；通州区 1.38 万座，其中省项
目 0.2 万座。
从 10 月中旬开始，到 2019 年 2 月底前，
市卫计委每月对各个县（市、区）督导 2 轮，采
取
“查资料、听汇报、走现场、访农户”
等形式，
可进行不定期、不打招呼明察暗访，
全面督查
农村户厕整改组织推进、施工质量、工作进度

和群众满意度等情况。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户厕改
造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高质量发展指标，是
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和为民办实事工程。
各地要以督导为契机，加大推进力度，加快工
程进度，确保 2019 年 2 月底前完成本年度目
标 任 务（省 定 项 目 在 2018 年 10 月 底 前 完
成）。对工作组织不力、推诿扯皮、弄虚作假、
监管不力、逾期未完成工作任务的单位和个
人，将向各地党委、政府及时通报，重要情况
向市委、市政府报告。
根据要求，各地将建立质量监督管理队
伍，对改厕过程进行质量监督，组织对监督队
伍和施工人员进行改厕技术标准培训；对改
厕受益户实行档案管理；户厕实施整体改造，
化粪池密闭、质量符合技术规范要求；新改户
厕使用率达 100%；
改厕受益户自来水接入率
达 100%；对改厕受益户厕屋文明化改造；群
众对新建或改建后的无害化卫生厕所满意度
达 95%以上。
记者冯启榕

如皋两学子获
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奥赛一等奖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如皋方面获悉，
在刚
刚结束的第 13 届全国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奥
林匹克竞赛中，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
学章涛、徐子涵两名学子，荣获全国青少年
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机器人轨迹赛第
一名。
竞赛项目包括积木拼装机器人对抗赛、
飞行机器人基本技能赛、机器人创意赛、机器

人舞蹈赛、机器人轨迹赛和机器人迷宫赛
等。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派出 6 名
同学参加了此次大赛，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0 多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经过激烈对
决，章涛、徐子涵两名同学获得机器人轨迹赛
一等奖，陈俞亦、唐睿、周宇、王欣灿等同学分
别获得二等奖。
记者李彤 通讯员佘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