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很多人会发觉自己眼睛
容易干涩，这时你可要注意了，可能
干眼病已经找上你了。干眼病原本
是秋冬季节的常见病，但现在却成了
夏季的“热门病”，究其原因，可能与
大家长期工作在空调开放或空气不
流通的环境里，从而造成干眼症状。
夏天如何远离干眼病呢？

不少人说，我经常眼干，那么，是
不是真的干眼呢，这个当然需要去专

业的医疗机构诊断，在此，医生提醒
尽量避免接触可能加重干眼的环境，
比如吸烟、油烟、空气污染、干燥、空
调、暖气等。只要不是因为自身免疫
性疾病引起的干眼症，都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改善症状：平时长时间使用电
子产品，每隔一小时尽量让眼睛休息

10分钟，长期待在空调房，要在电脑
旁加一个加湿器，同时强制要求自己
每隔一段时间眨眼。“捂”常用热毛巾
敷眼，或者双手搓热后捂住眼睛1~2
分钟。热敷后，轻闭双眼，用手指向
外牵拉外侧眼角，固定上下眼睑用另
一只手的食指自内向外。使用眼睑

清洁湿巾，清洁睑缘来回擦拭睫毛根
部，能有效清除分泌物，油脂。眼用
除螨湿巾，轻轻来回擦拭睫毛根部、
睑缘及眼周皮肤（偷偷告诉你 一定
要经常暴晒枕头枕套哦）冷敷可以消
炎镇静，建议在按摩完后使用冷敷眼
贴或冷毛巾，可以更好收缩睑板腺

口，冷敷双眼15分钟。
爱尔眼科温馨提示：如果出现眼

睛干涩、异物感、眼痒、胀痛、视物模
糊等情况，先不要紧张，闭上眼睛休
息 5~10 分钟，试试上述教你的小妙
招，如果缓解了那就是用眼过度造
成的。如果没有缓解，突然视力下

降、出血、视野缺损、甚至失明等这
些特殊的情况请及时到专业医疗机
构就诊！

夏日久待空调房5招防治干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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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炳金遗失位于仙桃
市龙办仙源大道轻工小区
一排 1 单元西室的房屋所
有 权 证 ，证 号 ：仙 龙 私
0009814，面积：94.83 平方
米。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为加强作风建设，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根据《仙桃市作风建设三年提
升计划（2020—2022 年）及 2020 年重
点任务清单》的有关安排，市作风建
设三年提升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政
务服务评议组现在全市范围内对各
政务服务部门、执法单位开展政务服
务评议活动，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

关问题线索：
1.推行落实“放管服”改革和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中，简政放权举措疲
软，办件通道阻塞，办事反复“拉锯
条”，推诿扯皮；

2.部门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过程
中，违规设立前置事项，办事手续繁
杂，不按法定时限或承诺时限办理；

3.窗口服务人员“吃拿卡要”，脸
好看，事难办，以及不作为、慢作为的
问题；不认真执行首问负责制、一次
性告知制，要求企业、群众“两头跑、
多次跑”；

4.部门及执法检查人员利用职
权徇私舞弊、故意刁难以及滥检
查、滥收费、滥罚款、滥摊派等；工

作人员以服务企业为名，到企业
“吃拿卡要”甚至索贿受贿，加重企
业负担。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关注参与，
监督举报政务服务工作中存在的不
担当、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问题。

举报方式如下：
举报电话：0728—8283073

举报邮箱：415918386@qq.com
来信地址：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302室收

市作风建设三年提升计划领导
小组办公室政务服务评议组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2020年7月8日

关于面向社会征集政务服务工作方面问题线索的通告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
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提出将贫
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全面纳入就业
帮扶，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零就
业家庭毕业生全面就业到位，使
有需求的其他贫困家庭毕业生全
面帮扶到位，有就业意愿的都能
实现就业或组织到就业准备活动
中。

通知强调，促进贫困家庭高校

毕业生尽早就业，是稳就业保民生
的重要内容。要将受疫情影响而
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毕业生
及时纳入求职创业补贴政策范围，
摸清就业需求，建立贫困家庭毕业
生就业帮扶机制。对贫困家庭毕
业生实施专项招聘服务，举办小型
供需对接活动，组织跨地区服务协
作和岗位共享。为每名贫困家庭
毕业生确定一名职业指导师进行
指导，各类就业创业服务项目向贫
困家庭毕业生倾斜，按需求纳入培

训计划、创业培训和见习安排。
通知明确，将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毕业生、52 个未摘帽贫困县
毕业生作为就业援助重点，实施
结对帮扶、包干到人。对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实施“普通高校
专升本专项计划”。国有企业招
聘、科研助理岗位吸纳、“三支一
扶”“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毕业生，事业单位可拿
出一定数量岗位招聘。充分发挥

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机制
作用，将贫困家庭毕业生纳入支
援地就业政策扶持范围。

通知要求，各地要把做好贫困
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纳入就业工作目
标责任体系和高校重点督促考核
内容，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
项帮扶政策及时兑现，营造全社会
关心关爱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的
良好氛围。

（央广网）

“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
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在
前不久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法保护企业
家合法权益，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
保护，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营造激励企业家干
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今天人们谈起民营经济，大多
用“五六七八九”来概括，即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
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
的企业数量。然而，当前有些部门
和地方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
市场竞争等方面还有不足，既不利
于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
氛围，也不利于保护和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越
是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越是要
充分发挥法治保民生、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功能，为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
障。

稳定预期，首先是要保护企业
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民营企业中
企业家是“主心骨”，但现实中有的
地方动用行政权力和刑事手段违
规插手干预经济纠纷，有的地方在
个别司法案件中滥用强制措施，往
往因此而伤害了一家本可以健康
运行的企业。有恒产者有恒心，有
恒心者办恒业，依法保护企业家的
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就必须严格
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严
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依法
慎重适用强制措施，即使对一些民
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
规范行为，也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
题，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
前进。

干事创业离不开一个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的法治环境。创新与
风险总是相伴而行，在瞬息万变的
市场竞争中要占得先机，企业需要
敢于“试错”的制度保障。面对不断
涌现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商业模式，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需
要更加包容审慎，最大限度减少执
法司法行为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
影响。为此，要用法治筑牢企业家
防范市场风险的“防火墙”，帮助企
业家对制度保持预期、对市场保持
底气、对事业充满信心，集中精力创
新创业，进一步拓展中国经济发展
的空间和潜力。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法治也必
须大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
质上是法治经济，不久前通过的民
法典，更是将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
摆在了突出位置。落实法治的要
求，就必须打破民营企业在参与市
场竞争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卷帘
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
入、审批许可、招投标等方面“一碗
水端平”，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
市场空间。同时，还要严肃查处权
钱交易、商业贿赂等损害政商关系
和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深
化“放管服”改革，推出更多便民利
企的政策措施，积极主动为民营企
业服务。

当前由于国内外多重因素的
影响，我国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
未有的压力。应当认识到这些困
难是现实的，但同时这个过程也是
暴露存在的法治问题、进一步倒逼
完善法治环境的契机。只有把依
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落实到位，
让法治成为企业家的“定心丸”，企
业家才能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
心经营，心无旁骛、长远打算，把企
业做强做优，实现民营经济更大发
展。

（人民网）

88月月55日，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新建村日，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新建村
渔民在家门口晾晒荷叶。据了解，荷叶经过渔民在家门口晾晒荷叶。据了解，荷叶经过
晾晒、裁切、炒制等，加工成荷叶茶、药材及晾晒、裁切、炒制等，加工成荷叶茶、药材及
食品包装，成为当地渔民增收的另一途径。食品包装，成为当地渔民增收的另一途径。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
利部、农业农村部四部门近日联
合发出通知，加快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健全节水激励机制。

通知指出，2020 年新增改革
实施面积 1.1 亿亩以上。将有效
灌溉面积范围内的大中型灌排工
程建设、高标准农田和改革实高
效节水灌溉项目区作为施重点，
利用设施节水、农艺节水和管理
节水腾出的空间，协同配套推进

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工程建设和
管护机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
机制、终端用水管理机制建立，提
高用户节水意识，总体不增加农
民负担。

通知强调，已完成供水成本
核算的大中型灌区要有序开展成
本监审，合理制定或调整水价。
重点中型灌区要加快推进供水成
本核算，争取年内完成核算任务。

（央广网）

受三峡水库减小下泄流量和两
湖水系来水减少的影响，长江中下游
干流各个控制站水位加快消退。初
步预计，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以下江
段未来10天将陆续退出警戒水位。

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各江段退出警戒水位
的时间有所不同。初步预计，监利
至莲花塘江段为11日，武汉江段为
7日，九江江段为15日，大通江段为
11日前后。

长江委水文局8月5日12时起
将洞庭湖区、长江下游南京江段、水
阳江洪水橙色预警调整为洪水黄色
预警，取消荆江江段洪水蓝色预警，
继续发布金沙江石鼓江段、长江中下
游城陵矶至大通江段、鄱阳湖区洪水
黄色预警和滁河洪水蓝色预警。

水利专家表示，长期高水位运
行，堤防含水量高，退水反而更容易
出现险情，有关单位和人员切勿掉
以轻心。 （央广网）

国家四部门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长江中下游江段将陆续退出警戒水位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
《天下财经》报道，随着疫情防控向
好态势持续巩固，各地促消费政策
落地生效，我国消费市场正持续回
暖。机构预测，下周即将公布的7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负转
正将是大概率事件。专家分析，消
费回暖必然带动投资需求走旺，内
需对于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将进一
步增强。

7月前四周乘用车零售销量日
均3.7万辆

作为消费的大头，汽车消费的
回暖将为消费数据转正提供重要支
撑。全国乘用车联合会秘书长崔东
树说，7 月前四周，乘用车零售销量
日均3.7万辆，同比增长5%。数据表
明，居民的消费信心正逐步企稳，为
下半年车市持续走强奠定良好基
础。

“汽车消费是居民消费的核心
产业，汽车消费目前在4万亿左右的
水平，在规模以上消费额14万亿中
大概占到30%左右，应该说，汽车消
费的企稳回升对拉动经济具有很强
的促进作用。随着目前消费升级的
持续推动，中高端车的消费增长特
别强，从整个车市的走势来看，对经
济有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崔东树
说。

互联网平台上度假、酒店、民航
等搜索量迅速攀升

除了实物消费以外，服务业消
费复苏也近在眼前。从 7 月 20 日
起，在关门近半年之后，全国低风险
地区影院陆续复工。相关数据显
示，短短一周内全国电影总票房已
经突破亿元。与此同时，旅游企业
扩大复工复业，跨省团队旅游恢复，
各大互联网平台上度假、酒店、民航

等相关板块搜索量也迅速攀升。
专家：内需对经济增长的驱动

力进一步增强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

认为，7月份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为代表的消费增速由负转正应该是
一个大概率事件。她说：“今年上半
年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消费市场
的增速保持在负增长状态，但消费
的降幅呈现出逐季、逐月收窄的态
势。今年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仅仅下降了 3.9%，比一季度收
窄了15.1个百分点。随着国庆黄金
周以及中秋节等时间节点临近，我
国即将进入下半年的消费旺季，文
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将快速增长。整
体来看，下半年消费回升的速度比
上半年更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
用更为明显。”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
的最重要力量，消费的快速回暖对

于经济的稳增长会产生明显的支撑
作用，而且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
中间需求，也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
来的需求。因此，消费增速由负转
正，必然也会带动投资需求走旺，从
而使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进
一步增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唐建伟指出，下半年消费复
苏值得期待：“下半年的月度消费
增速都将维持在正增长的区间，像
医药、消毒液、洗漱用品等产品的
消费仍能维持快速增长。日常用
品、电子产品等受疫情影响较小的
必需消费品复苏仍然会保持比较
快的增速。下半年与汽车产业链
相关的消费将逐渐改善，而服务类
的消费随着相关行业的复工复产
也将缓慢恢复。

（央广网）

近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截至
8 月 5 日 15 时 30 分，美元指数下跌
0.21%，报93.0789。7月份美元指数
相较于 3 月份最高位更是下跌约
10%，创近10年来最低纪录。

美元指数是衡量美元强弱程度
的指标，该指标常被用于判断美国
出口竞争能力、进口成本的变动情
况。专家认为，美元指数大跌，表明
市场上多数投资者正在抛售美元相
关资产，反映出市场对美国经济形
势的信心下降。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
茂华表示，近期美元走弱反映了美
元“过剩”。主要体现在：美联储无
限量供应美元流动性，美国政府大
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全球贸易等经
济活动萎缩，相应对美元需求下滑；
美元资产吸引力下降。

“美联储无限量供应流动性导
致美元流动性泛滥，加上全球贸易
活动萎缩对美元需求下滑及美股等
资产估值处于历史高位，美元资产
吸引力下降，短期美元仍然偏空。”
周茂华说。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谢亚轩
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元指数趋势
性走弱有三大原因。一是美联储
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美国经
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恶化；三
是美国经济增速相对全球 GDP 增
速下降。

谢亚轩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量化宽
松政策，但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发
酵、特别是二次发酵延长了美国经
济受到疫情因素影响的时长，短期
冲击向中期延续的概率在上升。同
时，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经济体相
对美国可能具备更为乐观的经济基
本面前景，是近期美元指数走弱的
主要因素。

美元走弱牵动金融市场表现。
周茂华分析，一方面美元走弱利好
非美货币表现，新兴市场资产吸引
力将增强，有助于海外资本进入新
兴市场；另一方面，许多新兴市场国
家债务以美元计价支付，弱势美元
有助于降低新兴市场国家负债成
本。

“根据经验，弱势美元有助于
拓展我国货币政策空间，政策与
经济前景利好人民币及其资产，
但本轮美元走弱对人民币及资产
影响有限，国内市场与疫情防控、
宏观基本面与政策联系更紧密。”
周茂华说，5 月份以来美元指数贬
值 近 7% ，同 期 人 民 币 汇 率 升 值
1.6%左右，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整
体在"7"附近波动。人民币呈现强
势震荡格局，主要是国内经济持
续复苏扩张、外贸展现韧性，人民
币资产吸引力持续增强及美元走
弱等因素所致，短期人民币在合
理均衡水平附近偏强势运行格局
有望延续。

周茂华认为，下半年内外环境
继续利好人民币资产。在国内疫
情受控，经济持续复苏扩张，企业
盈利前景改善，金融业改革开放深
化，人民币资产估值洼地，全球宽
松流动性及人民币汇率平稳运行
下，人民币资产长期配置价值凸
显。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8月4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7月末，该机构为境外机构托管债
券 面 额 达 23441.24 亿 元 ，环 比 增
1481.13亿元，环比增幅为6.74%，同
比增长 38%。自 2018 年 12 月份以
来，外资已经连续20个月净增持中
国债券，显示出外资对人民币资产
的信心越来越足。

（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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