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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印发指引建议：

普通公众无聚集、通风好，可不戴口罩

“焦躁”女人们如何自控
疫情之下，由于居家时间延

长，妈妈们与丈夫、孩子朝夕相处，
开启了各种酸甜苦辣的“居家模
式”。许多女性普遍表示，这段时
间忍不住想发火，如果摊上一个熊
孩子和不给力的“猪队友”，更是难
上加难。那么，有没有方法能帮助
到女人们，让她们能舒心一点过日
子呢？

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美
国国家认证心理咨询师崔洁表示，
女性天生心思细腻，比男性想得
多，相对的烦恼也更多，尤其是顾
虑多、过于敏感的女性，她们更容
易出现焦虑症、抑郁症、神经衰弱
等。想要让自己舒心一点，建议试
试以下方法：

1.规律生活

心理健康离不开身体健康，规
律的生活作息、健康的饮食，有利
于身心健康。

2.适量运动

瑜伽、跳绳、健身操、放松冥想
等适度运动，都是有助于身体放松
的。另外，天气好的时候，试着在
阳台坐着沐浴下阳光，会感觉整个
人是放松的状态。

3.学习新技能

学学烹饪、乐器等，学习新技
能可以转移注意力，避免集中关注
疫情和家庭的各种信息和事情，让
自己有良好的积极情绪。而且，丰
富的生活能让我们的“心理免疫
力”增强，更有力量和信心面对不
断变化且未知的风险。

4.写卡片

如果自己感觉情绪不适，可以
给自己写小卡片，写下让自己有力
量的三点。比如，有人可能会担忧
自己得肺炎，此时在小卡片写下做

到保护自己的3点措施，勤洗、戴口
罩等等，实实在在地提醒自己，缓
解不适的情绪。

虽然大家可能会认为这些方
法众所周知，但是把这些想法放在
脑海里和落到笔头上，给我们的感
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舒服的时
候，写一张针对性的小卡片去提醒
自己：我是有力量和方法的。

5.了解情绪与躯体症状的关系

当人处于较大压力时，不良情
绪往往会转化为躯体症状表现出
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躯体化症
状”，这类症状往往包括躯体疼痛、
头晕、发力、食欲不振、腹部不适、
乏力等。女性要觉察自己的情绪
与躯体症状，接纳自己偶尔出现的
不良情绪并积极调适，会减轻躯体
化症状，还有助于自身免疫力提升
抗击病毒侵袭。

（据搜狐健康）

疫情期间居家久坐，是不是
常让您感觉到胸椎不适、肌肉酸
痛呢？经国家体育总局推荐，北
体大教授晏冰带来了六个简单的
锻炼动作，可以缓解“宅家酸痛”。

第一个动作：扩胸呼吸练
习。准备一个气球衔在嘴中，用鼻
吸气，用嘴呼气，呼气完成后憋住
五秒钟，再进行新的呼吸。如此进
行5次为一组，做3组。呼吸训练
可以缓解胸椎的压迫状态，打开胸
廓，灵活胸椎，并缓解颈部不适。

第二个动作：胸椎练习。跪
坐在瑜伽垫上，左肘贴于地面，右
肘背于腰部，转头转肩尽力看天
花板，注意左肩保持不动，做5至
10次，反方向重复动作。

第三个动作：还是胸椎练
习。右侧卧在瑜伽垫上，左腿弯
曲膝盖接触瑜伽垫，左脚置于右
腿膝关节外侧，平伸双臂，左臂经
头顶向身体背侧做半圆运动，左
手在运动时大拇指要接触瑜伽
垫，同时左腿膝盖也要贴紧瑜伽

垫，做 5 至 10 次，反方向重复动
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眼睛及
颈部要跟着手掌移动。

第四个动作：放松大腿前侧
肌群。趴在瑜伽垫上，将泡沫滚
轴置于大腿前侧，前后滚动滚轴
找到肌肉酸痛的那个点，反复滚
动并微微屈膝，直至酸痛的肌肉
缓和。如果家中没有泡沫滚轴，
用包裹毛巾的玻璃瓶代替亦可。

第五个动作：改善大腿后侧
肌群无力。平躺在瑜伽垫上，屈膝
勾脚尖，脚跟向臀部方向发力，但
不移动，发力过程中将臀部缓慢悬
空，注意自己大腿后侧肌群的发
力，5至10次为一组，做3组。这个
动作脚跟离臀部越远难度越大，个
人视自身能力控制距离。

第六个动作：肩关节灵活训
练。跪坐在瑜伽垫上，左手握拳
垫在额前，前伸出右臂，伸至最大
程度后翻转手掌并尽力抬起手
臂，做 5 至 10 次，反方向重复动
作。 （据《北京日报》）

六动作缓解“宅家酸痛”

科学戴口罩，对于新冠肺炎、
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具有预防作
用，既保护自己，又有益于公众健
康，这也就是“口罩文明”。2019
年 12 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口罩在疫情防控中起着重要作
用。2 月 5 日，国务院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了不同
人群预防新冠肺炎口罩选择与使
用技术指引。在口罩资源紧缺情
况下，科学指导选择和使用口罩，
做好防护前提下，合理地减少过
度防护。

3 月 18 日，国家健委网站发布
《关于印发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的
通知》。该通知从普通公众、特定
场所人员、职业暴露人员以及重点
人员进行分类，并对不同场景下戴
口罩提出科学指引的建议。

一、普通公众

（一）居家、户外，无人员聚集、
通风良好。建议不戴口罩。

（二）处于人员密集场所，如办
公、购物、餐厅、会议室、车间等；或
乘坐厢式电梯、公共交通工具等。
在中、低风险地区，建议应随身备
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
用外科口罩），在与其他人近距离
接触（小于等于1米）时戴口罩。在
高风险地区，建议戴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

（三）对于咳嗽或打喷嚏等感
冒症状者。建议戴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四）对于与居家隔离、出院康复
人员共同生活的人员。建议戴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二、特定场所人员

（一）处于人员密集的医院、汽
车站、火车站、地铁站、机场、超市、
餐馆、公共交通工具以及社区和单
位进出口等场所。在中、低风险地
区，建议工作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高风
险地区，建议工作人员戴医用外科
口罩或符合 KN95/N95 及以上级
别的防护口罩。

（二）在监狱、养老院、福利院、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以及学校的教
室、工地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在
中、低风险地区，建议日常应随身备
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
用外科口罩），在人员聚集或与其他
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1米）时戴
口罩。在高风险地区，建议工作人

员戴医用外科口罩或符合 KN95/
N95及以上级别的防护口罩；其他
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三、重点人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从
入境开始到隔离结束）。建议戴医用
外科口罩或无呼气阀符合 KN95/
N95及以上级别的防护口罩。

四、职业暴露人员

（一）普通门诊、病房等医务人
员；低风险地区医疗机构急诊医务
人员；从事疫情防控相关的行政管
理人员、警察、保安、保洁等。建议
戴医用外科口罩。

（二）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

诊病例、疑似病例患者的病房、
ICU工作的人员；指定医疗机构发
热门诊的医务人员；中、高风险地
区医疗机构急诊科的医务人员；流
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环境消
毒人员；转运确诊和疑似病例人
员。建议戴医用防护口罩。

（三）从事呼吸道标本采集的
操作人员；进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气管切开、气管插管、气管镜
检查、吸痰、心肺复苏操作，或肺移
植手术、病理解剖的工作人员。建
议：头罩式（或全面型）动力送风过
滤式呼吸防护器，或半面型动力送
风过滤式呼吸防护器加戴护目镜
或全面屏；两种呼吸防护器均需选
用P100防颗粒物过滤元件，过滤元
件不可重复使用，防护器具消毒后
使用。 (据澎湃新闻）

江西省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年饲养10
万头生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有关要求，现向社会公众
就本项目环评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项目名称：江西省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年饲养10
万头生猪项目

建设地点：新干县麦斜镇第二果园场（东经115°27′35"，北纬27°39′50"）
建设内容：项目总用地960亩，其中生态养殖小区建设用地180亩，其余780

亩为果树柑桔种植用地。主体工程包括：五个养殖区内育肥舍 50 间，每间建筑
面积 1031.88m2，地磅房 1 间，建筑面积 9m2，淋浴综合房 5 间，每间建筑面积
67.06m2，水泵房 1 间，建筑面积 23.1m2，配电室 2 间，每间建筑面积为
88.56m2，门卫、消毒室一间，建筑面积 78.8m2，员工宿舍 5 间，每间建筑面积
182.77m2，饲料仓库 3 间，每间 196.76m2。

二、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西省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新干县麦斜镇第二果

园场 联系人：习文 电话：18807966888环评单位：江西汉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御江一品S3栋1108
联系人：胡磊 电话：18679277722 邮箱：1520418351@qq.com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及公示期限：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本项目建设、环评

工作内容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通过电话、邮件、来访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
构反映。项目具体公示信息、全本环评报告及公众意见表的获取，详见网络公示
平台（网址：http://www.js-eia.cn/）。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10日内有效。

建设单位：江西省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恒亚塑业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塑料造粒
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江
西恒亚塑业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塑料造粒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
见稿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jxfc.gov.cn/xwdt/001002/moreinfo.
html

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在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江西鑫
鹏铜业有限公司内，为公众提供报告书查询、查阅服务。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规划范围周边 5km范围
内的常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建设单位联系方式，以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名称：江西恒亚塑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卫东；联系电话：18107957798； 电子邮箱：447024600@qq.com
通讯地址：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江西鑫鹏铜业有限公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赣州市丰盛矿业有限公司寻乌县桂竹帽镇高尖建筑用
花岗岩矿砂石料开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赣州市丰盛矿业有限公司《寻乌县桂竹帽镇高尖建筑用花岗岩矿砂石料开采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的相关要求，现将寻乌县桂竹帽镇高尖建筑用花岗
岩矿砂石料开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向公众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寻乌县桂竹帽镇高尖建筑用花岗岩矿砂石料开采项目位于江
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桂竹帽高尖，其地理位置为东经115°33′20.5″，北纬24°57′
40.8″。总投资10000万元，矿区面积0.2km2，拟设工业场地占地面积6.59hm2，
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露天采区、加工场、生活办公区及相关配套设施等。矿区查
明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建筑用花岗岩矿石量525.96万立方米（1367.5万
吨）。设计生产规模50万立方米/年（130万吨/年），产品为建筑用花岗岩矿（碎石
子、机制砂）。预计服务年限为9.99年。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R_P0lAM-PpZ0leB5cY2cw 提取码:
7dcx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可前往建设单位的办公地址进行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的居民等可能受到
影响的个人和单位。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cx3OSlh⁃
KhYaK7_KyomvUA 提取码: ezkb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将意
见或建议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赣州市丰盛矿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长安
商城213栋商铺1-2号 联系人：严建红 联系电话：15957598661

电子邮件：yanjianhong1970@126.com 环评单位：江西纵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079074568 电子邮箱：516434253@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可在本次信息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向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提出宝贵意见。
赣州市丰盛矿业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3日

贵溪市中医院增设床位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贵溪
市中医院《贵溪市中医院增设床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guixi.gov.cn/Government/Index.aspx；
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贵溪市鹰雄大道贵溪大桥东延伸段的南侧，贵溪市东门办
雄石居委会曹家村（贵溪市中医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建设单位联系方式，以信函、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名称：贵溪市中医院；联系人：邹俊；联系电话：
13607012309；电子邮箱：gxzyybgs@163.com；通讯地址：贵溪市鹰雄大道贵溪大
桥东延伸段的南侧，贵溪市东门办雄石居委会曹家村。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公 告
林俊杰、陈霞敏、陈兴桥、余玉妹、孔峥嵘、黄平、蔡金辉、魏敏、林长战：抚州

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抚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陈礼
仁、廖秀萍、抚州市海西商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陈礼仁、廖秀
萍不服本院（2019）赣1002民初5608号民事判决，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里法庭
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黄发荣、黄竹英：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20）赣 1002民初 916号

原告临川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江西尚阳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告知、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城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公 告
聂根泉、吴巧萍、游玉英、游元茂、聂海玉：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受理的

（2020）赣1002民初917号原告临川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江西
尚阳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告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江西乐金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612681636L）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280万
元减至人民币 3280 万元，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

江西乐金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江西迅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60108MA35
F3KR5T）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为人民币200万
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出相应
的担保请求。

江西迅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 告
2019年10月29日，江西省上栗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接线人举报后，会同邮管部门在

上栗县府前路中通快递营业厅依法查获1起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
件，快递单号 75306822515452、75306822520036、75306822519524，卷烟品牌数量为 84mm
芙蓉王（硬）6条，共计1个品种6条。寄件人杨静。

2019年10月29日，江西省上栗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接线人举报后，会同邮管部门在
上栗县府前路韵达快递营业厅依法查获1起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件，
快递单号4301760059475，卷烟品牌数量为84mm中华（硬）1条、84mm中华（软）1条、84mm中
华（大中华）1条、84mm白沙（硬细支和天下）1条，共计4个品种4条。寄件人库友玩具厂。

2019年10月30日，江西省上栗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接线人举报后，会同邮管部门在
上栗县府前路韵达快递营业厅依法查获1起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
件，快递单号 4301796037882，卷烟品牌数量为 84mm 利群（新版）2 条，84mm 中华（大中
华）2条，共计2个品种4条。寄件人艾森。

2019年10月31日，江西省上栗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接线人举报后，会同邮管部门在
上栗县府前路中通快递营业厅依法查获1起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
件，快递单号 75306822519780、75306822517904，卷烟品牌数量为 84mm芙蓉王（硬）4条，
共计1个品种4条整。寄件人杨静。

本局于 2019年 11月 4日发布公告要求当事人到本局接受调查处理，当事人未至。上
述案件所涉卷烟经鉴定，属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根据烟草专卖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本局决定作出如下处理：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并公开销毁。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江西省上栗县烟草专卖局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注销公告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51号令）第四十

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申请与办理程序规定》（国烟专
[2007]549号）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以下零售户已停业经营 1年以上，或办理了停
业手续、停业期届满后未申请恢复营业的，请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到发证机关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对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予以注销。特此公告。
许可证号 法定代表人 经营地址
360321110366 程桂林 莲花县琴亭镇金城大道181号
360321106061 刘秋娇 莲花县坊楼镇洋桥村
360321111987 贺三昌 莲花县琴亭镇永安北路96号
360321215036 艾赛锋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金三角8号楼二楼

江西省莲花县烟草专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