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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能否彻底治好，根据其不
同类型有不同的答案。因躯体疾病引起
的精神障碍大多数是可以治好的，如中
毒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或脑部疾病所
致的精神障碍等，经过治疗，躯体疾病痊
愈后，一般不会再复发。此外,因强烈精
神刺激而发生的应激性精神障碍，在刺
激完全消除后，也能彻底治好。

然而,有些精神疾病就不一定能完
全根治。就目前医疗水平而言，使这些
患者的症状得到较快控制，并较好地恢
复患者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能力是不存

在问题的。一般来说，一旦发现有精神
异常，治疗越早，效果也就越好。另外，
坚持长期治疗也很重要。跟踪随访发现，
约有20%的患者由于治疗及时、系统，尤
其是病情明显好转后仍能坚持用药巩固，
又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接受医生的指导，
病情一直很稳定，而且能正常工作或学
习。可以说这些患者就是治好了。

大量临床资料证明，病情稳定后能
继续维持治疗5年以上的患者，其生活、
工作和社交活动均无明显影响，看不出
他们曾经患过精神分裂症。而那些不能

坚持治疗的患者，复发比例高达60%以
上。当然能否治愈还受生活事件、居住环
境等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且家庭对患者
的关心程度是影响病情转归的重要因素。

如此说来，坚持维持治疗，避免不良
社会心理因素，改善家庭环境，积极接受
医生指导，定期上门诊，这样治愈的机会
可大大增加。我们完全相信，随着医学科
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不久的将来精神
疾病是完全可以彻底治好的。（王天龙）

咸宁市精神卫生中心
咸宁市精神病亲友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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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里约·今日看点

★奥运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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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8日
电 里约奥运会19日的比赛精彩纷
呈，羽毛球将上演第37次“林李大
战”，田径赛场三位中国女将向竞走
20公里金牌发起冲击，女拳手尹军
花有望摘取中国女拳奥运首金，此外
男子4×100米决赛和美国、西班牙
的男篮半决赛也是吸睛之战。如此
之多的看点，体育粉儿们你们准备好
了么？

林丹与李宗伟的羽毛球男单半
决赛将于19日上演，北京和伦敦奥
运会男单决赛，林丹都在决赛中击败
李宗伟夺冠。如今又过了四年，因为
同处上半区，两人提前到半决赛相
遇。林丹说这算是他们两人的约定，
33岁还能在奥运赛场相遇，已经很
了不起。

这将是第37场“林李大战”，此
前林丹输了11次，但最近在亚锦赛

和中国公开赛的交锋中，他都输给李
宗伟。但是，林丹表示，在奥运赛场，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林丹如今已是两届奥运冠军，正
在向史无前例的奥运三连冠冲击，而
李宗伟还在为首枚奥运金牌不懈努
力，“林李大战”依旧代表了当今羽坛
最高水平的对决。

田径大战持续升温，19日将产
生7枚金牌，其中中国田径将再次迎
来冲金点。世界纪录保持者、世界冠
军刘虹、世锦赛亚军吕秀芝、伦敦奥
运会银牌得主切阳什姐将“三箭齐
发”，在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共同
冲击金牌。这将是中国选手继男子
20公里之后，在田径项目中迎来的
最靠谱的夺金点。此外在男子50公
里比赛中，中国三位选手也有机会向
奖牌发起冲击。

同日还将决出男女4X100米接
力的金牌。北京世锦赛上，中国“飞
人”在男子4X100米接力中勇夺银
牌。如果能够在18日的预赛中顺利
晋级，19日中国“飞人”们依旧有机

会创造历史。而博尔特领衔的牙买
加队能否在该项目中顶住美国队的
冲击再次卫冕同样值得关注。

让人期待的还有女子拳击57－
60公斤级决赛，中国拳手尹军花将
遭遇今年世锦赛冠军、法国人莫斯。
尹军花毫不掩饰自己对金牌的渴望：

“决赛自然是奔着金牌去，希望可以做
中国女子拳击奥运夺金的第一人。”

男篮赛场19日注定人满为患，
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在半决赛相遇，前
两届奥运会决赛在里约“翻版”。另
一场半决赛交战双方是澳大利亚队
和塞尔维亚队。

此外，花样游泳19日将进行集
体自由自选决赛，上届奥运会亚军中
国队仍要与该项目老大俄罗斯队以
及日本、西班牙等强队竞争。跳水男
子单人10米台将进行预赛，该项目
一直是中国队软肋，前两届奥运会都
无缘金牌。此次邱波和陈艾森将努
力打破不胜“魔咒”。此外，艺术体操
将进行个人全能资格赛，中国选手尚
蓉参赛。

“林李大战”精彩上演
女子竞走“三箭齐发”

赵帅——

彰显男儿本色
8月18日，赵帅在颁奖仪式上。
当日，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决

赛中，中国选手赵帅战胜泰国选手汉普拉比，夺得冠军。

中国男队——

捍卫国球荣耀
8月18日，中国队选手马龙、许昕和张继科（从左至右）在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
当日，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赛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1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

国务院国资委等三部门日前印发
《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
工持股试点的意见》，明确改革时间表和
路线图，将在年内启动试点。

●谁能参与？
试点意见对国企员工持股划定了多

条“硬杠杠”。开展试点企业须是主业处
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企业，
股权结构合理，非公有制资本股东所持
股份应达到一定比例，公司董事会中有
非公有资本股东推荐的董事。

“市场化”成为试点条件的关键词。
试点企业应建立市场化的劳动人事分配
制度和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管理人
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
减的市场化机制。营业收入和利润90％
以上来源于所在企业集团外部市场。

相比之前的消息，试点意见再次缩
小了试点范围。央企二级以上企业及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所属一级企业暂不开展员
工持股试点。

●谁能持股？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局长白英

姿表示，员工持股既不是全员持股、平均
持股，也不是经营层持股，而是骨干持股。

试点意见明确了持股员工范围，严
防“撒胡椒面”式的激励。在公司关键岗
位工作并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
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
人员和业务骨干，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
同，均有机会持股。

试点意见还明确，党中央、国务院和
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任命的国

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得持股，外部董事、监
事不参与职工持股。

●怎么入股？如何持股？
根据试点意见，企业主要通过增资

扩股、出资新设方式开展员工持股，不减
少存量。员工入股应以货币出资为主，
想用科技成果出资的员工，则要提供所
有权属证明并依法评估作价，及时办理
财产权转移手续。

试点意见要求，员工持股总量原则
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
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总股本的1％。

“30％、1％的红线是为了防止公司被少
数人控制。”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李锦说。

对于持股方式，持股员工可以个人
名义直接持股，也可通过公司制企业、合

伙制企业、资产管理计划等持股平台持
有股权。但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方式持股
的，不得使用杠杆融资。

●持股员工岗位变了怎么办？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持股员工岗

位调整后，手里的股份怎么办？
根据试点意见，离开公司的员工应

在12个月内将所持股份进行内部转让，
可以转让给持股平台、符合条件的员工
或非公有资本股东，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转让给国有股东的，价格不高于上年每
股净值。

●能减持吗？
在以往国企员工持股实践中，曾出

现大量短期减持套现致富、对二级市场
构成严重冲击的现象。此次国企员工持
股改革中，员工怎么减持？

根据试点意见，实施员工持股应设
定不少于36个月的锁定期。

谁先试？怎么持？
——国企员工持股试点五问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考核办法

推动地方政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省

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以下称《考核办法》），从今年
起对省级政府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考核，这是推动地方政府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重大举措。

《考核办法》强调，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要以防
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为重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强化激励约束，充分调动地方各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

《考核办法》共16条，明确了考核的目的、范围、原则、程
序、结果等事项，规定了责任落实、依法治理、体制机制、安全
预防、基础建设等考核内容。考核评分实行百分制，结果分为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考核结果报国务院同意
后通报各省级政府，并向社会公开。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省
级政府予以表彰；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省级政府，责令其在
考核结果通报后一个月内制定整改措施，并向国务院安委会
作书面报告。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向全社会公开发布“诚信之星”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18日在中国文明网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中国北京同仁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等10个“诚信之星”的先进事迹，褒扬诚信
行为，倡导诚信理念，推动社会诚信建设。

发布的10个“诚信之星”包括：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信义兄弟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等诚信企业和孙世福、徐兰英、李江福、李国武、叶
奕锐等诚信个人。这些“诚信之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诚实守信的价值准则，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人重信践诺、信誉
至上的精神风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

国家发改委宣布

上调汽柴油价格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18日宣

布，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自2016年8月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提高175元和170元。

发展改革委要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组
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
格政策。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
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
者可通过12358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发展改革委表示，正密切跟踪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
情况，结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成功接收“墨子号”数据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中科院获悉，

17日11时56分24秒，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属中
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密云站在第23圈次成功跟踪、接收到我国
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首轨数据。

“墨子号”于16日1时40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它是中科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专项首批科学实验卫星
之一，将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
信，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中国
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密云站、喀什站和三亚站负责承担“墨子
号”数据的接收任务。

据介绍，“墨子号”首轨任务时长约7分钟，接收数据量约
202MB。经验证，卫星数据质量良好。这些卫星数据已实时
传送至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南昌将为私人会所建台账

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出入
据新华社南昌8月18日电 记者从南昌市纪委获悉，南

昌市将在8月底前对全市私人会所及带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
所进行排查，并建立台账。市纪委要求，全市党员干部一律不
得出入私人会所。

南昌市纪委发现，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仍有少数党员
干部出入企业、高档住宅小区等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餐饮服务、
休闲娱乐、美容健身等场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严重破坏了纪律的严肃
性，影响党风政风，带坏社会风气，必须予以坚决整治。

南昌市纪委要求，全市党员干部一律不得出入实行会员
制、只有会员才能出入的会所或不向公众开放、只对少数人开
放的餐饮服务、休闲娱乐、美容健身等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