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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很多人都会习惯性的揉
眼睛，眼睛干，揉一揉！眼睛痒，
揉一揉！揉眼，一记老招打天下，
简直了！其实，揉眼一时爽。但
这动作，却是隐患重重……

揉眼睛的动作，虽然可以缓解
眼睛的不适感，但这种缓解只是暂
时的，更重要的是容易给眼睛带来
很大伤害。除了常说的细菌入眼
之外，还会有以下这些伤害：

角膜炎：当眼睛进了沙尘，尝
试用手去揉的话，原本光滑的角
膜可能会被带棱角的沙尘磨出划
伤，影响视力。一旦角膜损伤严
重，甚至还会引起角膜炎。

散光：大部分人在眼睛不舒
服、因过敏而感到眼睛痒时，会大

力搓揉，这时眼球会向上移，揉时
的压力便会聚在眼球下方，造成角
膜下方的弧度发生变化。当角膜
弧度不均时，散光就会出现。揉眼
睛不仅仅会伤到眼球，还会使眼皮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弹性。

眼下气温骤降也正处疫情防
控时期，病毒危害性不容忽视，传
染性强，不仅除了飞沫传播、还可
以通过接触传播，包括肢体触碰
等。因而，除了全名呼吁戴口罩
外，手部卫生也是很重要的。在
外时尤其不能用手揉眼睛，病毒
很可能沾染在手上，这个时候揉
眼睛，病毒可能通过手进入眼部，
再通过眼部扩散到身体，对人体
造成的危害相当大。

特殊时期，大家都要做好严
格防护工作，日常外出记得佩戴
好口罩，咳嗽、喷嚏或接触了其他
物体后，千万不要再揉眼睛啦！

爱尔眼科温馨提示：眼睛是
较为脆弱的人体器官，习惯性的
揉搓眼睛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
若眼部出现不适症状长时间未能
缓解，应立即前往专业医疗机构
就诊，切勿用手揉搓。

经常揉眼的多种隐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农业农村（农牧）厅（局、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
局、农业农村局：

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村未经
批准违法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突出
且呈蔓延势头，尤其是强占多占、
非法出售等恶意占地建房（包括
住宅类、管理类、工商业类等各种
房屋）行为，触碰了耕地保护红
线，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
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
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行为，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现就农村建房行为进一步明确

“八不准”。通知如下：
一、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

房。

二、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
三、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

法建房。
四、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

房。
五、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

耕地建房。
六、不准违反“一户一宅”规

定占用耕地建房。
七、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

建的房屋。
八、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

建房。
各地要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

极端重要性，向社会广泛公告、宣
传“八不准”相关规定。地方各级
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
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完善土
地执法监管体制机制，加强与纪
检监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的协作配合，采取多种措施合力
强化日常监管，务必坚决遏制新
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对通
知下发后出现的新增违法违规行
为，各地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依
法严肃处理，该拆除的要拆除，该
没收的要没收，该复耕的要限期
恢复耕种条件，该追究责任的要
追究责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
严查处”，严肃追究监管不力、失
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坚
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2020年7月29日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
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

遗失声明
湖北鹏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张有兵印章作废，启用新
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张有兵印章。特此声明。

郑玥，武昌理工学院会计学
专业1612班，学号20182105037，
身份证号：429004199701230347，
于 2020 年毕业，遗失就业协议
书，特声明作废。

仙桃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城西污水处理厂扩规及提标改造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征求公众意见。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询方式：http://hbj.xiantao.gov.
cn/xwzx/gsgg/202011/t20201126_3054364.shtml；纸质版可到仙桃市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查阅。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建设单位附近居民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公众意见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728-3320572
起止时间：由公示时间起10个工作日内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征求意见的公告

热烈祝贺仙桃市第十五届中医膏方节10月18日在同泰医院隆重开幕！
地址：汉江大道103号（市内乘8路、12路仙桃日报同泰医院站下车即到） 膏方热线：0728-3313555 咨询热线：1987123330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10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50124.2亿元，同比增长0.7%，累计利润
同比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随着市场
供需关系日益改善，产业循环逐步畅通，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好转，盈利恢复
态势进一步巩固。

超六成行业利润实现增长。1-10

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6个
行业利润增速比1-9月份加快或降幅收
窄；有25个行业利润同比实现增长，比
1-9 月份增加 4 个，利润增长的行业面
达61%，其中12个行业利润增速达到两
位数。

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有所加快。
1-10 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9.6%，增速比 1-9 月份加快 0.8 个百分
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3.2
个百分点，是对工业利润增长贡献最大
的板块。

工业产成品存货增速有所放缓。10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
比增长6.9%，增速比9月末回落1.3个百
分点。

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 28.2%，增速比 9 月份加快
18.1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去年同期基
数较低、当月投资收益增加等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剔除短期非经营因素
影响后，10 月份利润增速与上月大体
相当。

（人民网）

前10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0.7%

累计利润同比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11月27日，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拉开帷幕。在新冠疫
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之下，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之时，
东博会和峰会的开幕，体现了中国同各国分享发
展机遇的真诚愿望，对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和经济
复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和东盟国家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命
运休戚与共的重要伙伴，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上
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开启
了双方关系新篇章。东博会和峰会自2004年起至
今已连续举办16届，见证了中国和东盟国家政治
互信不断加强，贸易增长不断加快，经济融合不断
加深，互联互通不断加速，合作之路越走越坚实、
越走越宽广。用个形象的说法，那就是“像走亲戚
一样常来常往”。一系列成果充分表明，东博会和
峰会是中国和东盟10国共同搭建的经贸等多领域
有效合作的大平台，给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实
惠，在中国和东盟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在新时代办好东博会和峰会，是中国践行“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推进合作共赢的共同开
放”的有力见证。

今天，作为一张开放发展的亮丽名片，东博会
和峰会是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平台。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不仅是中国自身
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广西作为
东博会和峰会的永久举办地，已经形成中国和东
盟及区域外国家交流合作的“南宁渠道”，在密切
我国与东盟的务实合作中发挥了独特、关键、重要
的作用。

本届东博会和峰会将致力于推动中国-东盟
友好合作在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迈上新台
阶。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抗击
印度洋海啸，还是抗击非典疫情和中国汶川特大
地震灾害，中国和东盟双方人民总是守望相助、患
难与共。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和东
盟友好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历久弥坚，取得重要合
作成果。当前，全球疫情冲击远未结束，风险挑战
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必然选择。以
东博会和峰会为契机，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深化抗击疫情合
作、推动疫后经济复苏，必将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
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为全球抗疫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10周年，中国和东盟
国家合作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东博会和峰会进一
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在服务中国-东盟友好合
作、促进自贸区建设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一定能开创中国-东
盟友好合作更加美好的明天。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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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乐亭县环城现代农业园区一家育苗基地的工人在观察蔬菜秧苗的长势。据介绍，目前乐亭县设施蔬菜、瓜果种植
面积达29万多亩，该县通过推广集约化育苗技术、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开展"订单供苗"等措施，年可向全县及周边地区供应优
质蔬菜、瓜果种苗逾2亿株。

记者从重庆市医疗保
障局获悉，重庆、贵州、云
南、湖南、广西五省区市日
前组成采购联盟，在重庆市
开展第一批常用药品联合
带量采购，共中选 15 个品
种、187 个品规，药品最高
降价幅度达83.54%。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是
我国解决“看病贵”“药价
贵”问题“组合拳”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利于发挥“团购”
效应，同时压缩流通环节的
不合理费用，促使药品价格
回归合理水平。本次联合
带量采购选择临床用量较
大、采购金额较高的主流药
品，涉及抗微生物、消化系
统、心血管系统等多个治疗
领域。在坚持量价挂钩、以
量换价原则的基础上，创新
竞价议价机制，采取“市场
竞价综合评审+议价”方
式，鼓励企业提供质优、价
格合理的产品换取市场。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联合带
量采购药品平均降幅达
54.2%。按照约定采购量计
算，五省区市一年可节省约
12.65亿元。以抗微生物药
注射用替加环素药品为例，
患者使用一支注射用替加
环素药品，可节省约 113
元。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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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社部对外发布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受托运营 2019 年度报告。报告
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各省份委托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10767.80亿元，当
年投资收益额663.86亿元。

自 2016 年底正式启动市场化投资

运营以来，累计投资收益额850.69亿元，
较好地实现了保值增值目标，为推动我
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据介绍，2015 年国务院印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明确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

余，可预留一定支付费用后，统一委托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会开展市场化
投资运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5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与社保基金会签署了
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超过1.11万
亿元，实际到账资金约9800亿元。

（人民网）

2016年以来养老金投资累计收益达850.6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