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受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中盛拍卖有限
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P(2018)0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P（2018）01号宗地的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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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按《拍卖出让须
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增
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赤壁市土地储
备交易中心与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
出让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
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与地点：申请
人可于2018年1月5日至2018年1月25日16时
前到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北中盛拍卖有
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及报名。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于2018年1月5
日至2018年1月25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一楼大厅或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提交
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8年1
月25日16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前。经审查，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具备申请条件的，
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17时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18年1月26日下午
3时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
391号）二楼会议室举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有关媒
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和拍卖出让文件
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国土资源局九楼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联系人：石先生
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619号武汉

国际博览中心内环花园A1区武汉华中会展资源交
易中心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027－84881125 18627100613
竞买保证金账户：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行：湖北银行赤壁支行
账号：160600120100010018
竞买准备金账户：
开户单位：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农行武汉东湖支行营业室
银行账号：17-052101040023635
联行行号：103521005211（外地电汇用）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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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宝呱呱坠地，本是让新妈咪享受幸福之时，
可乳房却开始变热、变重，出现疼痛，有的甚至像石
头一样，摸起来硬邦邦的。其实，乳房肿胀是新妈咪
普遍容易遇到的问题，处理得当可以很快缓解，否
则，不但影响宝宝的口粮，还会给宝妈们带来更大痛
苦。

为什么有些妈妈胀痛的厉害而有些妈妈乳房根
本不会胀呢？

1. 乳汁多的妈妈们
这是喝水都会有奶的妈们，她们的乳房并不大，

妈咪们多数体型偏瘦，产后的四五天里乳汁甚至四
处乱飙，所以这类型的妈妈们多数出现乳房胀硬，原
因就是乳汁多了乳房小了，出现乳房胀硬的比较多，
好处就是婴儿很快乳汁够吃，缺点就是乳房容易结
块。

2. 乳头凹陷的妈妈们
这种“瞎奶头”或平乳头，是一定出现乳房胀硬

胀痛的，她们并不是乳汁多，而是从产后的第一天开
始婴儿就根本没吸到，乳汁存积的多了肯定出现胀
硬，所以这类型的妈妈们一定重视，不然产后乳汁存
积后那可真的受苦啊！所以这类型的新妈妈们在产
后乳房没有通畅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喝催奶汤，以免
堵得严重出现发烧。

3. 奶粉加的多
这是现在产后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产后的

第一天就加奶粉，前面两天婴儿没有吸，即便吸也是
一吸就哭，说实话根本没吸几口，那粘稠的初乳存积
在乳腺内，等到来奶水多时一下子堵在乳腺内，这样
就不难想象为什么现在妈妈们乳房胀痛胀硬的多
了。

出现乳房胀硬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导致奶水少！
想一想如果乳块不排出来，宝贝吸不到、吸奶器

吸不出，即便没有发烧、也不痛了、乳块在里边会怎
么样？随着时间当然是变硬了，变硬的乳结会不会
堵住乳腺，那妈咪们无论您喝多少汤乳汁能下来吗？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身体吸收（回奶了），喂过奶
的妈妈们都知道回奶时就是不用挤出来，身体慢慢
吸收变少的，所以产后出现乳房胀硬没有疏通好的
乳汁就会憋回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妈妈们乳
汁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追奶就是追不下来的原因。

乳房胀痛的原因
年轻的妈妈出现乳房胀痛的原因有很多，但主

要是乳腺管不通造成的。乳汁分泌太多而婴儿吃不
完，乳汁就会滞留在乳腺管内，时间一长就容易结块
而发生堵塞，从而造成婴儿吸不出来奶，大量的乳汁
滞留在乳房中就会出现胀痛。

乳汁分泌太少，乳腺管始终处于未婚时的较细
小状态，当乳房的乳汁分泌状况好转时，由于输送的
管道—乳腺管过于细小，就会造成乳汁分泌不出，从
而造成乳房增大，进而出现疼痛反应。

由此可知，哺乳期间的乳房胀痛大多不是要回
奶，而是喂养不当、乳房中的乳汁没有被婴儿有效吸
吮造成的。

乳房胀痛的处理
一般情况下，预防乳房胀痛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尽量不要带胸罩，更不可带太紧的胸罩，以免胸

罩压迫乳房，造成疼痛。
及时给孩子喂奶，保证乳汁分泌量与喂养量的

协调，防止奶水滞留乳房而造成疼痛。
经常按摩乳房，最好边喂奶边轻轻按摩感觉到

疼痛的区域，以利于此区域的血液与乳汁循环，减轻
疼痛感。

及时清洗奶头部位，防止干燥奶汁将乳腺管堵
塞。

乳汁过多而宝宝吃不完时，可用吸奶器将其吸
出，防止乳汁过多发生胀乳现象。但吸出来的乳汁
不要扔掉，可贮藏起来留作乳汁分泌不足时喂养宝
宝，但乳汁的冷藏时间不可超过 1 天，冷冻时间不可
超过 7 天。

下面是有效缓解涨奶疼痛的妙招，赶紧一起来
看看吧！

1. 借助吸奶器
借助吸奶器吸出一些乳汁以缓解涨奶的不适

感。妈咪们不必担心用了吸奶器断奶会断不掉，因
为吸奶器吸奶不会是很彻底的，这样乳汁分泌也会
逐渐的减少。

2. 热敷
借助吸奶器吸完乳汁后，可以使用热毛巾热敷

乳房，这样可以有效缓解乳房胀痛。
3. 按摩
热敷乳房后，开始对乳房进行按摩。用双手托

住单边乳房，从乳房底部交替按摩到乳头，若有乳汁
渗出，可以把乳汁挤在容器中。

4. 热水澡
若乳房还是又胀又痛非常难受，可以洗个热水

澡，同时在配合按摩乳房，这样会感觉舒服些。
5. 冷敷
若乳房胀痛非常严重，可以用冷敷进行止疼。

但是一定要记得先把奶汁挤出后才能进行冷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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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乳房胀痛？奶水少的真正原因？
80%宝妈可能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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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余育怀遗失高新

温泉余法熳养生馆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 ， 注 册 号 ：
422303600152336，特声
明作废。

卢宏卫遗失道路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原
证编号：4200373203，
特声明作废。

陈乔遗失咸安区财
记砂锅粥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22301600241308，
特声明作废。

赤壁尚景园林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赤壁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2016年12月1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81MA48QF20
7F，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柏景园林苗
木场遗失行政公章一
枚，特声明作废。

宋寅林遗失湖北省
赤壁市余家桥乡洪山村
三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 权 证 ，合 同 号 ：
421281200203030021
，流水号：080099，特声
明作废。

郑兵遗失咸安区璟
湖佳肴城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22301800056984，特
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为进一步加
强湖泊管理保护工作，我国将在2018年年
底前在全国湖泊全面建立湖长制，建立健
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意见》4日
正式公布。意见要求充分认识在湖泊实
施湖长制的重要意义和特殊性，各省区市
要将本行政区域内所有湖泊纳入全面推
行湖长制工作范围，到2018年年底前在

湖泊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湖长制，
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
任体系，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湖泊最高层
级的湖长是第一责任人，对湖泊的管理保
护负总责，统筹协调湖泊与入湖河流的管
理保护工作，组织制定“一湖一策”方案。
各级湖长对湖泊在本辖区内的管理保护
负直接责任。流域管理机构要充分发挥
协调、指导和监督作用。对跨省级行政区
域的湖泊，流域管理机构要与各省区市建

立沟通协商机制，强化流域规划约束，切
实加强对湖长制工作的综合协调、监督检
查和监测评估。

意见明确了全面落实湖长制的主要
任务，包括严格湖泊水域空间管控，强化
湖泊岸线管理保护，加强湖泊水资源保护
和水污染防治，加大湖泊水环境综合整治
力度，开展湖泊生态治理与修复，健全湖
泊执法监管机制。意见要求切实强化保
障措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

导，层层建立责任制，强化部门联动。水
利部要会同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各
地区推动湖泊实施湖长制工作。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建立“一湖一档”，加强分类
指导，完善监测监控，严格考核问责，实施
湖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要
通过湖长公告、湖长公示牌、湖长APP、微
信公众号、社会监督员等多种方式加强社
会监督。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我国湖泊将全面实施湖长制

农民工工资，为何不能按月开？

记者最近调查发现，岁末年初，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仍在多地发生，有的农民工
被欠薪7年多，有些农民工已找不到当年
雇佣自己的包工头……

“工资被欠两年了，包工头都联系不上
了”

到底是哪些行业、什么人在拖欠农民
工的工资？

记者调查发现，建筑领域仍是欠薪“高

发区”。济南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近四
年累计为农民工讨回欠薪7450万元，其中
建筑领域达6548.6万元。

记者在东北一省会城市建筑部门走访
发现，接待农民工讨薪的办公室一上午有
十多伙人来咨询，多涉及工程建设。老家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郑铁，2007年开始
在山东、海南、河南等工地打工，基本都在
建筑行业，“每年老板都会压两三个月工
资，2011年在山东威海被欠下2万多元，

已经过去7年了，到现在也没要回来”。
此外，经常受理农民工讨薪的河南世

纪唐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闫炜说，由于近
年来餐饮行业不景气，这个领域的欠薪问
题也开始明显增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
要是一些劳务公司或者包工头。

如果强烈要求与企业签正式合同、按
月付工资就没有活干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工
资按月支付、工资保证金制度等很多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的规章制度，但不少规章制度不能落实到
位。

据多位专家说，建筑工程大多是项目
制，一般项目完成后公司才会拿到全部工
程款，所以很多劳务公司或者建筑公司往
往不按月发工资。

要做到按月支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建立职工名册是重要前提。但记者了解
到，目前，很多农民工和建筑企业之间没有
正式的劳动关系。农民工在依法维护自身
权益时经常缺乏有效证据。

劳动合同为何难签订？李久波是和李
建平一起讨薪的农民，不仅2015年这次欠
薪没签合同，今年打工还没签。他说：“周
围没听说有签合同的，都已经习惯了”。一
位城建部门人士介绍，现在，建筑市场“人
多活少”“僧多粥少”，如果农民工强烈要求

按月支付工资、签合同，很可能就没有活
干，或者不好找活。

一旦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启动工资保
证金是一个有效办法，也会对企业形成一
定约束。但工资保证金制度难落实。

确保“劳有所得”，要落实好既有规章

“建筑工人有分散、流动的特点，让他
们自己争取签订合同、按月结算工资，捍卫
权利，是不现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卢晖临认为，关键是要把好企业这一
关。相关行政部门要去督促、检查企业是
否签订合同、是否按月支付、是否交纳保证
金。对不执行相关规定的企业上限处罚，
让签订工作合同成为常态。

专家建议，针对建筑工程结算周期长
等问题，应该强制建筑公司或者劳务公司
通过技术手段做好工程量计算，为工资按
月结算打基础。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进一步落实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属地监管责任。有
关专家认为，通过行政考核加强监管，能让
地方政府提高重视程度，督促各部门落实
责任。 （据新华社）

欧盟

将继续支持古巴
据新华社哈瓦那1月4日电 正在古巴访问的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哈瓦那表示，
欧盟拒绝接受美国近期开始实行的进一步孤立古巴
的措施，愿在古巴的改革进程中与这个加勒比岛国站
在一起。

莫盖里尼当天在与古巴学生交流时说，美国总统
特朗普2017年6月收紧对古政策，这一做法一定会失
败。她说，欧盟不会接受美方对古巴采取的单方面措
施，使欧盟与古巴的经贸关系恶化。

莫盖里尼指出，古巴不会被孤立，“在那些构筑高
墙、关闭大门的人面前，我们要通过合作与对话搭建
桥梁、打开大门”。

2017年11月1日，欧盟与古巴签署的“政治对话
与合作协议”正式生效，标志着双边关系翻开了新的
篇章。一旦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协议将开始全面实
施。

伊朗

民众游行声援政府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4日电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

报道，伊朗多个城市的民众当天举行游行活动表达对
政府的支持，并反对暴力活动。

报道说，在伊朗的阿瓦士、阿巴丹、布什尔、克尔
曼沙阿、库姆等城市，大批民众手持标语和国旗走上
街头，高呼口号支持政府，反对近期示威游行中的暴
力活动。

报道说，伊朗其他一些城市4日也将举行支持政
府的集会活动，首都德黑兰市民5日将举行支持政府
的集会。

伊朗多个城市近日爆发游行示威活动，直接原因
是物价大幅上涨，示威主要指向民生问题。据伊朗官方
媒体报道，示威活动在一些地方引发冲突，造成包括1
名警察在内的10人死亡，一些公共设施遭到破坏。

巴勒斯坦

强调耶路撒冷不能交易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1月4日电 对美国企图以切

断对巴勒斯坦资金援助为手段迫使巴方重返谈判桌的
行为，巴方予以谴责，强调耶路撒冷不能用于交易。

巴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发表新闻
公报说：“耶路撒冷及其圣所不是用来出售的，无论是
给黄金还是白银。”

鲁代纳强调，和谈及真正的和平建立在“合法性”
基础上。他说，如果美国重视中东地区的利益，它就
应该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原则，否
则它将把这一地区推向深渊。

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同一天也发表新闻
公报，称美国的威胁是“政治敲诈”。哈马斯发言人法
齐·巴尔胡姆在公报中说，美国的威胁是“不道德”行
为，有损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及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他呼吁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坚定意志，顶住压力。

联合国

欢迎朝韩重开联络热线
据新华社联合国1月4日电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

言人哈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朝鲜和韩国重新开
通板门店联络热线表示欢迎。

哈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朝韩两国进行对
话是积极进展。联合国秘书长欢迎朝韩重新开通联
络渠道。

哈克表示，联合国仍致力于确保安理会有关决议
得到执行，希望更强有力的外交努力能够帮助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3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当日下令重新开通板门店朝韩联络热线，以商讨
朝鲜参加下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2018年冬奥会事
宜。韩国统一部3日确认，朝韩当天通过重新开通的
板门店联络渠道进行了约20分钟通话，主要对通信线
路进行了技术检查。

新年搬新家
1月4日，在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白竹

头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村民王
延波（右）在新房门前贴对联。

当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白
竹头村21户65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在国
家和当地政府的帮扶下，从居住环境恶劣
的大山中，易地扶贫搬迁至集中安置小区。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