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发达的时代，网购已经成为了大
家购物的首选。家里缺东西，第一时间打
开购物APP，要啥有啥。但你知道吗，你
网上淘回来的一些宝贝，很可能“有毒”。

一、“毒地垫”来袭，10款中有6款致
癌物含量超标。近期，新华社记者购买了
10款儿童地垫，送第三方检测机构，参考
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内的团体标准进行检
测。结果显示，其中8款都含有一种具有
致癌风险的化学有害物质——甲酰胺。
甲酰胺，被欧盟化学品管理局分类为具有
生殖毒性的物质。可以经呼吸道、皮肤和
胃肠道吸收进入体内，对皮肤、黏膜有刺
激性，进入人体后可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和
肝、肾、胃等重要脏器，并有致癌风险。
2018 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牵头
制定国内首个儿童地垫安全团体标准，要
求甲酰胺不得超过200mg/kg。而8款含
有甲酰胺的地垫中，有6款是超标的，超
标最多的高达17倍。

超标的一款PE材质地垫，则有可能
是加工过程污染、用回收材料等多种原因
造成。而据介绍，XPE是PE材料的一种，
发泡过程不需要甲酰胺，而且其本身化学
性质稳定，不易分解，无气味，弹性好。也
就是说，三种材质对比起来，相对比较安
全的是XPE，就是价格要贵点。所以，各
位家长们买地垫时一定要擦亮眼睛：①最
好选 XPE 材质的，安全无毒。②千万别
买味道太大的，别以为在外面放几天散散
味就安全了，甲酰胺的含量照样超标。

二、仿瓷碗——遇高温释放甲醛，可
致癌、诱发白血病。仿瓷碗外观看上去特
像瓷的，但却比瓷碗耐摔，价格也更便
宜。其在餐具市场备受欢迎，大街小巷里
的餐馆中，基本上都是用的这种碗，一些
婴幼儿餐具也是用这种材质做的。然而，
制作仿瓷碗所用的原材料存在一些健康
隐患。其主要成分密胺树脂不耐高温，正
常使用温度为0～120℃。若超温度使用，
如在200℃的热油下放置10分钟，部分密
胺树脂就会分解，产生较多的甲醛及三聚
氰胺（被列为2B类致癌物）等有害物质。

用这样的碗吃饭，日积月累身体势必
出问题。所以，家里有这种碗的赶紧换
了，中看不中用，如果实在要用，那么记住
这3点：1、不要选择颜色过于鲜艳的仿瓷
碗，因为涂料可能出现重金属超标。2、不
要用来盛放热油等烫的东西，也不要放微
波炉加热，否则易导致甲醛释放。3、不要

盛放强酸（比如醋之类的东西）强碱，最好
常温食物。

三、樟脑丸——含一级致癌物，可能
引发幼儿脑瘫。樟脑分天然材料合成与
人工化学合成两种，市面上大部分樟脑
丸，都是人工化学合成樟脑制成的。当中
可能含有对二氯苯、萘等一级致癌物质，
长期大量接触会对人体产生影响。特别
是婴幼儿，由于体内的G6PD比较少，加
上免疫力系统还未完善，一旦接触过多对
二氯苯、萘，就容易诱发溶血症。未被及
时诊治，时间长了，会损害脑细胞，可能引
发脑瘫。因此，家有幼儿，最好别用樟脑
丸，还有缺乏G6PD酶的成人，以及免疫
力低下的老人及孕妇，也应远离含有萘和
对二氯苯的樟脑丸。那用天然樟脑丸，或
樟木条、樟木球，应该就没问题了吧？天
然材料制作的樟脑丸一般不含二氯苯和
萘，对人体是无害的，但市场上的樟木条、
樟木球则未必。因为真正的樟木价格不
菲，而网上热卖的一些樟木条、樟木球，价
格相当低廉，且味道刺鼻，有可能是用其
他木质冒充，浸染上香料制成的。

四、鸡母珠——有剧毒，误食一颗就
可致命。鸡母珠，因为长得很像红豆，所
以又得了个“相思豆”名字。某宝上，有不
少卖家把鸡母珠当做“相思豆”来卖的不
在少数。真正的相思豆戴手上，寓意思
念，而如果戴的是”山寨相思豆”，寓意可
能就变成要命了。鸡母珠中含有鸡母珠
毒蛋白，有剧毒，被列入“世界上毒性最强
植物的前五名”。如果吸入了鸡母珠粉
尘，中毒后会出现呼吸困难、发烧、恶心、
肺积水等。仅3微克的鸡母珠毒蛋白就
能致命，而1颗鸡母珠的含毒量大于3毫
克，一旦误食，一颗就可致命。其实完整
的鸡母珠颗粒，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因
为毒蛋白被包在内。但如果制成饰品，在
加工制作中其毒性就容易释放出来。若
是不慎接触外皮破损的鸡母珠，生命就会
受到极大威胁。所以，在此提醒大家，最
好别佩戴用鸡母珠做成的饰品，风险太大
了，特别是小孩如果误食了，后果将不堪
设想。

当今社会，可穿戴智能设备
已经普及开来，相信大家都听说
过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腕带
等，不过要说最牛的“可穿戴设
备”，应当非“电子皮肤”莫属！

电子皮肤是一种可以产生触
觉的超薄电子设备。在人们的印
象中，硬件通常都是坚硬且有一
定形状的，而电子皮肤却是像皮
肤一样柔软的硬件，可被加工成
各种形状，用途十分广泛。比如，
它能依附在设备表面充当外衣
（比如机器人外衣），还可以应用
在遭遇严重皮肤创伤（比如烧伤
或皮肤疾病）的人体修复手术
中。这种新型人造皮肤可以感受
外界压力、温度等的变化，并通过
电路向我们的大脑发送信号，从
而产生近乎真实的触觉。其灵敏
度之高，甚至可感知到20毫克蚂
蚁的重量！如此高能的科技是怎
么做到的呢？

首先，我们对电子皮肤做个
简单的“解剖”，它主要是由三部
分元件构成：传感器、信号转换与
传输电路、具有特殊蛋白的神经
细胞。通过这三类元件，电子皮
肤实现了触觉信号的接收，转换
和传递。不要小看这三种元件，
每一个都大有来头。

首先是传感器，它是电子皮
肤的感受器。感受不同的外部环
境所需的传感器也不同，比如压
力传感器可以感受压力的变化并
转换为电阻，从而实现了由压力

信号到电信号的转变。一般压力
传感器有电容式和电阻式的形
式。

电容式传感器（顶部）通常是
通过改变两个平行板电极之间的
距离改变电容的大小，可以有很
好的灵敏度和线性度。电容式传
感器的电介质可以是固体聚合
物，微结构弹性纤维，或是空气介
质。电阻传感器则是采用两种机
制：内部材料压电电阻（中部）或
结构化导体和电极间的接触电阻
（底部）。在第一个机制中，施加
压力可以改变半导体的能带结构
或在聚合物组分中导电填料的分
布，导致电阻变化。不过，一般压
阻聚合物复合材料表现出大滞后
和大干扰，低温度敏感性和低压
力灵敏度。科学家们研究了依赖
于调制的接触电阻的电阻传感
器。接触电阻的变化是由在导体
和电极之间接触面积变化所引起
的，不是天生对温度敏感，因此可
以把混杂温度效应最小化。此
外，由于接触电阻是一个表面效
应，设备可以非常薄，从而提高灵
活性和延展性，减少元素之间的
串扰，使得接触电阻式传感器备
受偏爱。

信号的接收之后，有一个转
换和传输电路。它能够将电阻变
化转换成电脉冲信号，随着压力
的增加，电脉冲频率也会相应增
加。通过脉冲的大小控制感知区
域的感觉和大小。改变刺激的振

幅，放大器可以放大传感器阵列
记录的信号。额外的电路是为了
用来控制刺激的波形。数据传输
模块在灵活和可伸缩的互联上，
可以记录、转换和传输从传感器
到神经组织的信号。

最后科学家用纤维耦合激光
器或灵活多彩发光二极管阵列
（LED）等将电信号转换为光信
号，传输到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
上，这种神经细胞内含有一种蛋
白-特定的视蛋白(光敏蛋白质)，
它可以吸收光信号并转换为神经
电信号，在潜在的接口和神经元
比如脑皮层感觉神经元引发光刺
激，从而实现了神经信号的传递。

完成了以上三个步骤，电子
皮肤也就实现了“触觉”的传递过
程！科学家们还在致力于研究电
子皮肤并给它赋予更多的功能，
比如柔韧性、耐用性、跟人体组织
的相容性、舒适性等，从而为人类
提供更多帮助和自然皮肤的功能
延伸。

斯坦福大学研究了基于温度
传感器的电子皮肤。当温度发生
改变时，这一材料可以产生电流，
当外部物体接触皮肤时，这一材
料的电阻率将会发生改变。这种
电子皮肤可以用来测量体温。

除应用于医学领域之外，电
子皮肤还是一种“智能表面”。从
理论上来说，这一技术可被用在
人和人机交互的场合。来自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Ali Javey 团队们在这方面做的很
成功。他们的团队开发了电磁耦
合的电子皮肤技术，使信号无线
传播。想像将你的手臂放在书桌
旁的充电板上休息的时候还能充
电。他们在《自然材料》杂志上发
表论文宣布研制出一种以塑料为
材质的柔性屏，分辨率为16x16像
素。当你触摸屏幕，电子皮肤就
会发光，压力越大亮度就越高。
这种材料可以作为交互式壁纸，
用于腕表的屏幕，或集成进汽车
仪表盘中实现触摸控制。

虽然还有很多科学问题要解
决，但电子皮肤未来可期。电子
皮肤将可以与人类自然皮肤完全
兼容，为人类皮肤提供必要呵护；
各种创伤能够用电子皮肤修复如
初；皮肤的色泽、纹理会随人的意
念变化，让我们一起期待电子皮
肤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革命性突破
吧!

电子皮肤——最牛的“可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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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
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
旱、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保障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省人民
政府相关规定，生产建设项目应当
依法编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现就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编报工作告知如下：

一、方案编报对象与范围：
2016年以来经市住建部门核发了
施工许可的生产建设项目。

二、依法应当编报水土保持
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须在开工前
应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备案）

手续。
三、水土保持方案分报告书

和报告表。征占地面积在5公顷
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5万
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征占地面
积在0.5公顷及以上5公顷及以下
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1千立方
米及以上5万立方米及以下的生
产建设项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征占地面积不足 0.5 公顷
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1千立方
米的生产建设项目，不需办理水
土保持方案报批手续，由生产建
设单位和个人依法做好水土流失

防治工作。
四、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将采

取遥感监管、现场核查、书面检查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未
批先建”、“未验先投”的生产建设
项目。

五、生产建设单位存在“未批
先建”、“未验先投”等违法行为
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限期整
改，完善手续，并处以五万以上五
十万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市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止施工；
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同时，根据《湖北省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办
法》，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市
场主体违法违规情形提出“重点
关注名单”及“黑名单”，纳入全国
及省级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
台和“信用中国”等信用管理系
统，实行联合惩戒。

具体相关事宜咨询请拨打电
话：0728-3334685。

仙桃市水利和湖泊局
2020年5月 9日

关于开展全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的公开信

当前我国进入主汛期，一些地区汛情
严峻，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农业农
村部派出6个救灾专家指导组，赴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洪涝重灾省
份，深入一线指导农民落实防灾减灾措施，
尽快恢复生产。近日，农业农村部下发紧
急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立足抗
灾夺丰收，全力以赴做好农业防汛救灾工
作，努力夺取小康之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
正值秋粮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也是
农业防汛救灾的关键时期，农业防灾减灾
任务十分艰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
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充分认识当前农业
防汛救灾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自觉把
防汛救灾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及早安排部署，加强指导服务，科学有效应
对，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特别是北
方一些地区已有几十年没有发生大洪水，
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防汛意识不强、经验
不足，要切实把防汛救灾摆在突出位置来

抓，立足最不利局面做好充分防范准备，确
保农业安全度汛。

加强监测预警，落实防御措施。密切
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加强
重大天气变化的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提早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加强应急
值守，坚持主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实行灾
情日报，及时反映洪涝灾情和防汛救灾工作
进展。组织农民抓紧加固设施大棚和畜禽圈
舍，及时收获已成熟作物，清理疏通田间沟渠
和畜禽场排水系统，防止发生大面积内涝。
特别是台风来临前，要第一时间动员相关海
域的渔船和人员尽快回港或就近避风、避浪，
加固渔港设施和堤坝，确保渔民生命安全。

精准指导服务，搞好生产恢复。灾害
发生后，迅速组织专家评估灾害影响，根据
受灾程度和作物生育进程，制定完善分区
域、分作物的生产恢复技术指导意见。组
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指导农
民落实好灾后生产恢复各项措施。要加大
机具和人力投入，尽快疏通沟渠，抢排明

水，修复水毁农田。对受淹的水稻，要及时
查苗洗苗扶苗，加强肥水管理。对旱地作
物，要落实中耕松土、壅土培蔸、喷施叶面
肥等措施，促进恢复生长。对因灾绝收地
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短生育期作物。指
导养殖户尽快修复倒塌损毁栏舍、鱼塘、网
箱等设施设备，疏通排水通道，做好畜禽补
栏、鱼塘补苗。搞好种子（苗）、化肥、农药、
疫苗等生产资料调剂调运。协助保险公司
勘察定损，及时落实理赔资金。

狠抓疫病防控，确保大灾后无大疫。
加强病虫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适时开
展应急防治和统防统治，减轻病虫危害，实
现“虫口夺粮”。指导养殖户对受淹的畜禽
圈舍、用具和养殖水体等全面消毒，做好死
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开展紧急强化免疫，消
除疫情隐患。做好鱼病监测，发现疫情及
时处置。加强产地和屠宰环节监督检查，
严防病死畜禽流入市场，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

（央广网）

农业农村部

全力以赴抓好防汛救灾
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7月2日，三峡
大 坝 开 启 3 孔 泄
洪。长江水文网实
时水情显示：2020
年7月2日14时三
峡水库水位146.97
米 ，入 库 流 量
53000 立方米/秒，
出库流量 35500 立
方米/秒。

记者日前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日前印
发通知，部署推进各地财政部门加快直达资金
监控系统和工作机制建设，推动资金直达市县
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根据今年财政预算安排，中央财政新增两
个“1万亿元”，即财政赤字规模新增1万亿元、
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将“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
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财政部日前印发的通知称，地方各级财政
部门要按照财政部统一安排，以直达资金台账
为基础，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为支撑，加强对资
金分配下达、资金支付、惠企利民补贴补助发放

情况的监控，促进资金落实到位、规范使用。
据悉，为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财政部

近期专门成立了直达资金监控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直达资金监控工作方案，明确监控工作思
路、业务流程和需加紧推进的重点工作，组织
开展涵盖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部门4万余
人的监控工作视频培训，切实提升业务管理和
系统操作水平，确保监控工作落到实处。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督促指导各地认
真落实直达资金监控各项任务和配套措施，加
强直达资金日常监管和重点监控，让来之不易
的惠企利民资金在阳光下运行，促进相关政策
早落地、早见效。 （新华网）

财政部

加快推进直达资金监控工作

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
务院扶贫办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扶
贫小额信贷有关政策的通知》，进一步延长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扶贫小额信贷
还款期限，对到期日在2020年1月1日后（含
续贷、展期）、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贫困户扶
贫小额信贷，在延长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
月的基础上，将还款期限进一步延长至 2021
年3月底。

通知明确，脱贫攻坚期内（2020年12月31
日前）签订的扶贫小额信贷合同（含续贷、展期

合同），在合同期限内各项政策保持不变。
扶贫小额信贷是银保监会、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于2014年联合推出
的精准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信贷产品，
政策要点是“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担保
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建风险补
偿金”。

据统计，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扶贫小
额信贷累计发放4443.5亿元，累计支持建档立
卡贫困户1067.81万户次，超过全国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三分之一。 （新华网）

扶贫小额信贷还款期限进一步延长

2020年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教育部
日前表示，将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全力做好
高考防疫、招生录取等工作。

根据介绍，各地已提前14天对考生和考
务人员进行日常体温测量和身体健康状况监
测。各考点均按要求配备充足的防疫物资，设
置了隔离考场、隔离设施。原则上每10个普
通考场设1个备用隔离考场。对所有进入考
点人员进行体温测量，37.3℃以下方可进入考
点，考试中出现发热、咳嗽考生，将按照既定程
序转移至备用隔离考场。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孙海波：我们考前要
及时掌握考生的健康状况，夏季气温高，考生

会紧张，体温可能会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设
置体温异常者的候检室进行复检，也是缓解考
生的紧张情绪。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介绍，今年，
各地将进一步加强考点入场管理，积极采取多
种检测手段，防止高科技作弊工具进入考场。

教育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招生的监督检
查力度，认真开展新生入学复查，对弄虚作假、
考试舞弊，骗取加分资格或企图冒名顶替的新
生，坚决取消其入学资格并严肃处理；报到入
学的取消其学籍，不予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同
时配合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一查到底，依法
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央广网）

教育部

最高标准 最严举措
全力以赴做好2020年高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