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药监局出台新规
药品通用名称

只能用黑白两色
本报讯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网站消息袁 国家药监局近日出
台 叶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曳袁
对药品说明书和标签修改进行新的
规定遥

其中袁 规定国产药品由省级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受理和审批并报国家
局备案袁进口药品由国家局受理和备
案遥进口分包装药品的说明书和标签
应在进口药品说明书和标签同意备
案后袁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袁其内容除分包装信息外袁应当与进
口药品的说明书和标签一致遥

规定在药品包装上袁药品通用名
称必须使用黑色或者白色袁 不得使
用其他颜色遥浅黑尧灰黑尧亮白尧乳白
等黑尧白色号均可使用袁但要与其背
景形成强烈反差遥

本报讯渊记者 曾嫣艳 实习生 朱盈盈
通讯员 陈志峰冤连续几天袁冷空气频频
袭击厦门地区袁 医生护师怎么给新生幼
儿洗澡袁怎么给他们保暖呢钥 近日袁记者
走访了中山医院新生儿沐浴室遥

该院护师介绍说袁 新生儿沐浴时袁水
温尧室温尧湿度都要保证袁室温大约介于
圆愿益至 猿园益之间袁水温保持在 猿愿益至 源园
益袁室内湿度大约在 缘缘豫至 远缘豫遥 新生

儿的皮肤柔嫩袁防御能力差袁但新陈代
谢十分旺盛袁皮肤上常有汗液及其它排
泄物蓄积袁 这些污垢含有大量的化脓
菌袁如果不经常清洁皮肤袁很容易引起
皮肤的化脓性感染袁所以必须坚持每天
给他们洗澡遥 护师小陈补充说袁勤给新
生儿沐浴袁 可促进新生儿的血液循环袁
即使在寒冷的天气袁只要注意保持在特
定的环境下给他们洗澡袁一般没什么问

题遥
冬季给幼儿洗澡还要注意什么钥儿科

主任医师陈医生说袁家长的动作要娴熟
迅速袁各个步骤衔接良好袁防止新生儿
受凉遥 由于幼儿在沐浴过程中身体会有
水分蒸发袁所以洗完澡袁要让他们喝点
温开水遥 要勤换衣服袁经常把幼儿的衣
服拿到太阳底下晒袁可以起到杀菌保暖
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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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公众服务
圆园园苑年 圆月 员日 星期四
责编院杜晓蕾 美编院邓启锟

野猿员选苑冶第 园苑园员愿期昨日开奖

厦门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野圆圆选缘冶第园苑园猿员期昨日开奖

特等奖愿注中（厦门员注）
摇奖结果院员苑尧圆圆尧园愿尧园圆尧员愿

特等奖无人中
摇奖结果院园怨尧园源尧圆猿尧猿园尧园苑尧员愿尧圆员袁园猿

体 彩 开 奖

高潮时院员圆 时 猿园 分
低潮时院缘 时 缘园 分
和 员愿 时 猿园 分
表层水温院

员源援缘园悦至 员远援缘园悦
厦门岛南部海域浪高

员援缘 米至 圆援园 米
厦门海洋环境预报台发布

海洋预报
全市空气质量院

良 苑源原怨源
鼓浪屿院愿园原员园园
大生里院愿园原员园园
湖 里院愿园原员园园
洪 文院苑圆原怨圆
集 美院苑远原怨远
同 安院缘员原苑员

厦门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厦门市气象台联合发布

空气质量预报

气温 苑益原员远益
全天院晴到少云
风向院东北风 猿原源级

今
日

气温 怨益原员愿益
全天院晴到少云
东北风 猿原源级

明
日

后
日

气温苑益原员缘益
全天院晴到少云
东北风 猿原源级

厦门报业旅行社旅游热线 圆远远猿员圆愿圆远远猿员圆猿

福建主要城市今日天气
城市 天气 气温益 城市 天气 气温益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福州 晴 远耀员远
漳州 晴转多云 怨耀员怨
泉州 晴 怨耀员苑
龙岩 晴转多云 猿耀圆园
三明 晴 猿耀圆园

莆田 晴 怨耀员缘
宁德 晴 愿耀员愿
南平 晴 猿耀员苑
武夷山 晴 园耀员远

国内主要城市今日天气
城市 天气 气温益 城市 天气 气温益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北京 晴 原苑耀源
广州 晴 愿耀圆员
成都 多云 源耀员缘
西安 晴 原员耀员猿
天津 晴 原愿耀源
上海 阴转多云 园耀缘
重庆 晴 苑耀员苑
哈尔滨 小雪转晴 原员怨耀原员圆
长春 多云转晴 原员怨耀原员圆
沈阳 多云转晴 原员愿耀原愿
呼和浩特 晴 原员员耀员
石家庄 晴 原源耀愿
太原 晴 原员园耀猿
济南 晴 原远耀圆
郑州 晴 原猿耀怨
银川 晴 原员园耀源
兰州 晴 原缘耀员圆
西宁 晴 原员猿耀愿
乌鲁木齐 晴 原员员耀员

拉萨 多云 原缘耀员员
昆明 小雪 园耀远
贵阳 多云转晴 源耀员缘
武汉 多云转晴 圆耀员猿
合肥 晴转多云 原员耀怨
宁波 多云转晴 圆耀愿
青岛 多云转晴 原远耀员
大连 晴 原怨耀原猿
汕头 晴 怨耀员愿
南京 多云转晴 原圆耀远
南昌 晴转多云 缘耀员圆
南宁 晴转多云 愿耀圆园
桂林 多云 苑耀员远
长沙 多云转晴 猿耀员猿
海口 多云 员员耀圆园
杭州 多云转晴 猿耀怨
福州 晴 远耀员远
香港 晴 员源耀圆园
澳门 晴 员猿耀圆园

天气提早报

圆园园远 年 员圆 月份厦门市
陆源排污口现状评价
渊圆园园苑年 圆月 员日发布冤

排污口位置 排入海域 污染状况 主要超标污染物

埭辽海堤 同安湾 轻微污染 氨氮

卿朴橡胶坝 同安湾 达标排放 辕
石浔溪闸 同安湾 达标排放 辕
翁厝涵洞 西海域 达标排放 辕

备注 采样时间 园员 月 园怨 日
厦门海洋环境预报台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广东省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获悉袁 近日广州白云机场检
验检疫部门从一批进口鲜黄鳍金枪鱼中
检出副溶血性弧菌袁 这是广东检验检疫
部门首次在可以生食的进口水产品中检
出致病菌遥

据了解袁 这批金枪鱼由广州某贸易
有限公司申报袁 从东南亚某国进口袁重

怨园 公斤遥货物到达机场后袁检验检疫部门
立即对其取样送实验室检验袁 货物则运
抵冷库袁 等待实验结果遥 后经实验室检
验袁 发现这批货物的副溶血性弧菌检测
结果呈阳性袁 检验检疫部门随即对货物
进行封存袁 并将该批货物运至广州市卫
生处理厂作销毁处理遥

副溶血性弧菌袁又称嗜盐菌袁因其嗜

盐而得名遥 嗜盐菌在海洋生物中分布较
广袁因此袁引起嗜盐菌食物中毒的污染源
常为海产品袁最常见的有虾尧螃蟹或各种
海鱼等遥 副溶血性弧菌引发食物中毒的
潜伏期一般为 圆 小时至 源圆 个小时不等袁
大多数发病时间在 员园 个小时左右袁其主
要症状为腹痛尧呕吐尧腹泻袁发热较轻袁重
者可引起脱水尧意识不清尧血压下降等袁

如不及时治疗可引起电解质紊乱袁 因此
应引起高度重视遥

据专家介绍袁 副溶血性弧菌在外界
环境中很容易死亡袁 但在冰冻条件下可
以存活遥 一些消费者尤其是广东的一些
消费者喜爱生吃金枪鱼尧 三文鱼等袁因
此袁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市民应购买经检
验检疫合格的冰鲜海产品遥

本报讯 据中国卫生部消息袁 针对全
国狂犬病发病数不断上升袁 并出现假疫
苗致人死亡事件袁卫生部尧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员 月 猿园 日下发紧急通知袁要
求各地加强狂犬病疫苗监管袁 严防问题
疫苗流入经营和使用单位遥

通知要求袁各地药品监管部门要继续
做好疫苗专项整治工作遥同时袁针对近年
来开展狂犬病疫苗生产企业专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袁 开展一次狂犬病疫苗质量
跟踪检查工作袁 并将辖区内狂犬病疫苗
生产企业列入监管重点袁 加大对狂犬病
疫苗生产企业 郧酝孕跟踪检查力度袁切实

保障狂犬病疫苗质量遥 对有质量问题的
疫苗产品袁应就地封存袁并依法予以严肃
处理袁严防不合格的疫苗流入经营尧使用
单位遥

同时袁各地药品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对狂犬病疫苗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袁
严厉打击违法经营狂犬病疫苗的行为遥
各地药品监管尧 卫生部门要结合本地区
的实际情况袁整治狂犬病疫苗在流通尧使
用环节中的管理情况袁 重点检查疫苗在
仓储尧运输尧销售尧使用过程中袁是否确保
冷链的完整遥 卫生部门要加强使用单位
狂犬病疫苗的采购尧使用管理袁规范疫苗

的采购渠道和疫苗储存尧运输管理袁重点
检查使用单位疫苗购进尧 运输和接种记
录袁必要时袁可以进行现场监督检查遥 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袁应责令立即整改袁并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查处袁 确保
狂犬病疫苗使用有效遥

据悉袁 此次整治工作的时间从 圆园园远
年 员圆 月 苑 日起到 圆园园苑 年 远 月底前结
束遥各地要在 圆园园苑 年 苑 月底前对专项整
治工作进行总结袁 并报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和卫生部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和卫生部将组织人员对部分地区
整治情况进行抽查遥

本报讯 据北京晨报报道袁 记者近日
从教育部了解到袁教育部出台了叶关于实
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的意见曳袁今后袁大学英语等全国统考
科目将实现机考遥

教育部称袁今后袁四六级考试等国家
统一考试将实现在网上进行袁 还将开发

网上考试系统袁研究制定相关标准袁逐步
实现大学英语和网络教育全国统考课程
的网上考试袁创造安全尧便捷尧高效的考
试平台遥

此外袁 大学部分课程今后将会采取
双语教学袁 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水
平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 遥

叶意见曳称袁教育部将鼓励和支持校内
及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高水平
专业人才承担教学任务和开设讲座 袁
推动双语教学课程建设袁 探索有效的
教学方法和模式遥

叶意见曳同时表示袁教育部将建立高
等学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检测体系袁定

期采集各类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基本状
态信息和数据袁统计和分析高等学校教
学基本状态和变化趋势袁逐步将教学质
量和教学改革的数据向社会公布遥老百
姓今后可以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教学
质量数据袁野一目了然冶 地评判高校的好
坏遥

降温浴 降温浴
今明最低温 苑益
岛外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霜冻

本报讯渊通讯员 古月冤 近日厦门天气的
主要特点为晴好干冷尧微风尧昼夜温差大遥昨天
天气回暖袁 但今天凌晨北方有较强冷空气南
袭袁气温会明显下降袁约为 苑益原员远益遥

预计明天早晨袁 最低气温依旧降至苑益袁
岛外北部高海拔地区最低可达 猿益原源益袁部分
地区可能将出现霜或霜冻遥预计 圆月 源日起天
气将开始回暖遥

火车团体票今日确认
截止时间为 员苑时 猿园分

本报讯 渊记者 徐景明 通讯员 周溶冰冤
来自火车站的消息袁圆 月 愿 日原员苑 日的企业
团体火车票预排结果已经公布袁 订票企业
请在今日确认所定车票袁 确认所订车票截
止时间为今日 员苑 时 猿园 分遥

厦门原九江临客 蕴缘猿愿 次列车开行日期
为 圆 月 远 日原圆 月 员远 日袁隔日开行袁因该趟
车开行日期昨日傍晚才得到通知袁 预计 圆
月 愿 日原圆 月 员苑 日前往九江尧 樟树东两站
的车票可在今日预排完毕袁 请随时关注火
车站网站公告袁以便及时确认所订车票遥提
醒企业在查看尧 删减尧 回复车票预排结果
时袁无论是否删减车票数量都必须点击野保
存结果冶进行回复袁否则视为未予确认遥

部分临客日期调整
本报讯渊记者 徐景明 通讯员 周溶冰冤

记者昨日从火车站获悉袁厦门原鹰潭临客
蕴缘圆园 开行日期为 圆 月 远 日原圆 月 员远 日遥
另外袁因厦门原郑州临客 蕴源源圆 次为双日开
行袁车站已将所报单日到站日期更改为双
日遥

因厦门原汉口临客 粤猿圆 次武昌站不停袁车
站已将所报 圆 月 猿 日后停靠武昌站变更为
汉口站遥 因 粤猿圆 次为单日开行袁车站已将
所报双日相关到站更改日期为单日遥 因厦
门原南昌临客 蕴缘圆愿 次渊赣龙方向冤圆 月 猿 日
未开行袁车站已将所报 圆 月 猿 日相关到站日
期更改为 圆 月 源 日遥

员缘路公交恢复原线路
本报讯渊记者 殷磊 通讯员 杨锦强冤记者

昨日从公交集团了解到袁由于仙岳路改造工
程湖东路口跨线桥工程已进入尾声袁自昨日
起袁员缘 路渊岳阳小区原厦大冤恢复到原岳阳小
区始发站停靠发车袁线路也恢复原来的沿途
走向袁不再经停通士达站遥

员远 日前长途汽车票
后天开始预售
团体票今明预售

本报讯渊记者 徐景明冤 想买春运长途汽
车票的企尧事业单位和个人请注意袁今明两
天袁特运车站管理分公司将面向企业尧事业
单位预售团体票曰后天开始预售 圆 月 员远 日
前客票遥

广东进口金枪鱼检出致病菌
食用后可引起腹痛尧呕吐尧腹泻尧发热袁重者可引起脱水尧意识不清尧血压下降等

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袁要求各地加强狂犬病疫苗监管

教育部：英语四六级将推行网上考试

新生儿天冷也要勤洗澡 洗完澡
要喝点温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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