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废为宝，从我做
起。”这是今年全国青少
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的
主题。咸宁实验外国语
学校是我市参与此次活
动的学校之一。

从6月份活动启动，
到 10月中旬活动结束。
该校按照要求，开展主题
班会、手工制作、科学调
查等活动，帮助学生学习
废弃物、循环经济的概
念、变废为宝的方法等科
学知识，让学生感受变废
为宝就在身边。

26 日，我们走进学
校，采访了他们在体验活
动中的趣事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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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弃物中挖掘科学宝藏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科学调查体验活动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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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为何少得癌症

奥秘就在这个基因
从逻辑上讲，大象得癌的机会应该多于人类：块头大、

寿命长的特点为癌症的发生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但事实
上，大象很少得癌症。科学家推测，大象演变成这么大型
的、生物学角度也很完善的生物，必须进化出某种方式来
抑制癌。

最近，有两个科学家团队发现了防止大象患上癌症的
基因。其中一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会刊上，另一项
正交由eLife杂志审核中。

在这两项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亚洲象和非洲象的基因
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一种名叫
TP53的基因。TP53是一种有抑癌作用的基因，它所编码
产生的p53蛋白质可以促进DNA的修复，还可以诱导异
常细胞“自杀”以避免癌变。如果TP53基因发生突变，则
会影响抑癌功能，增加癌症风险。

在人类和其他个体较小的生物的基因组中，美国犹他
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只有一份TP53的基因。而在
非洲象体内，TP53基因的拷贝数至少有20份。芝加哥大
学研究人员分析了象的祖先（体型较小）的基因，发现它们
的TP53基因拷贝较少。这意味着，当象进化得体型更大
时，它们的遗传代码进化出更多份的TP53基因。

研究者们还发现，来自大象的淋巴细胞在出现DNA
损伤时，通过p53蛋白启动细胞凋亡的效率比人类细胞更
高。这种较强的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可能就是大象患癌
比例较低的原因。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结果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抑
癌基因对癌症发病起到的作用。

全球变暖

或给我国北方带来更多雨水
中国科学家日前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将导

致东亚夏季风雨带北移，从而给中国北方带来丰富的降水。
论文作者、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石

岭介绍说：“简单地说，就是过去几十年北方的干旱化是短
暂的。从地质记录看，全球变暖一定会使东亚夏季风雨带
向西北推进，从而极大地改善我国北方的生态环境，惠泽
数亿人。”

这项成果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并
被该期刊评为亮点文章。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夏季风强度持续减弱、季风
雨带逐渐南移，从而导致中国北方干旱、南方洪涝。对于
这一现象，学术界多归因于全球变暖。由于人类活动排放
的温室气体还将不断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中国
北方干旱化的担忧。

杨石岭与同事丁仲礼院士等人对黄土高原末次冰盛
期（距今2万年前，是最近的极寒冷时期）以来20多个地点
的土壤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以通过对降水敏感的古植被
来重建古季风，从而了解古夏季风雨带对全球温度变化的
影响。

他们发现，从末次冰盛期至全新世暖期（距今1万至
4000年前），全球变暖导致东亚夏季风雨带向西北方向推
进，空间移动幅度达300公里以上。

他进一步表示，东亚属于亚洲季风气候区，降水主要
由东亚夏季风带来，季风向北方推进，北方干旱区降水就
会增加；季风向南方撤退，北方地区就会大旱，南方就会出
现洪涝灾害。

他说据此可以推断，“如果全球增温持续下去，季风雨
带目前南撤的趋势会逆转，长时间尺度上一定会向北推
进，我国北方的降水将显著增加。这为评估全球变暖对我
国北方气候和生态脆弱带的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

猫咪是否温顺

可从毛色判断
猫咪总给人以乖觉温顺的印象，其实它们中也有“坏

脾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一项研究显示，
猫咪性情是否温顺大致可从毛色上判断。

研究人员邀请1274只猫的主人参与问卷调查，请他们
回答猫咪表现出攻击性的频率，被人摆弄时的反应，在宠
物诊所的行为等问题。

调查显示，白底花斑猫、黑白色相间猫和灰白色相间
猫“对人的攻击性较强”，第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脾气就不
好，第二种在被摆弄时会攻击人，带第三种去看兽医时要
小心。调查显示，纯色黑、灰或白猫以及毛皮上有深浅条
纹的猫最乖。

（本报综合）

科学调查体验是这次活动的核心内
容。根据要求，学生开展两项调查活动，一
项是对家庭生活中一周所产生废弃物类
型、数量进行调查研究；第二项是调查过去
一年内家庭生活中产生电子废弃物的数
量。

读五年级的冯楼可在父母的帮助下，
完满地完成了这两项任务，并认真填写了
《一周内每人平均产生的生活废弃物调查
表》和《过去一年家庭生活中产生的电子废
弃物调查表》。

冯楼可家有五口人，通过表格，她家每

天产生的塑料袋类、纸类、厨余废弃物、玻
璃陶瓷类和电子等废弃物量一目了然。

冯楼可说，以前，她对家里产生的废弃
物从不关心，这次调查后，她对家里产生废
弃物的种类和数量有了清晰的认识。

通过总结分析，她发现，日常生活中，
家庭废弃物中最常见的是塑料类、纸类和
厨余类，其中厨余类产生的数量比较多。
玻璃陶瓷类基本上不产生，铁铝类一般也
不产生，这两类一般多见于生活用品损坏
或者更换。

她还就此提出了问题：厨余类废弃物

大多为食物残留，是有机物，有机物经过处
理能不能得到其他有用的产品呢？能不能
建立厨余类废弃物收集办法，对市内厨余
类废弃物进行收集处理呢？

看到冯楼可的调查表和调查总结
后，焦罗蒂老师感到十分欣慰。他相信，
在这次调查中，冯楼可和其他同学不仅
意识到如果恰当地处理生活废弃物，可
以节约大量自然资源，有利于变废为宝
和实现经济循环，还学会了记录和整理
数据的方法，学会了统计图表的制作与
分析方法。

26日，一进学校，负责此次活动的焦
罗蒂老师就向我们展示了学生的手工作
品。

小灯笼、小木桶、纸青蛙、笔筒、花篮
……这些手工艺品都是学生用废纸、废布、
一次性碗筷、矿泉水瓶和易拉罐做成的，总
共有400多件。

焦罗蒂老师还展示了一张张纯手工的
小报，有《环保报》、《垃圾分类处理小报》、
《变废为宝小报》……小报的内容和环境保

护、资源利用有关，都是学生自己查资料整
理出来的。从小报的内容、版式设计和插
图看，学生们花费了不少心思。

焦罗蒂老师说，学生们的热情很高，有
的学生一周要做好几个手工作品。他们也
在活动中学到了不少知识。

四年级学生戴钰峰说，这次体验活动，
让她知道垃圾桶里的很多东西有着无穷价
值。“我现在一看到家里的废弃物就思考，
它还有哪些价值，我是否可以变废为宝。”

戴钰峰十分热爱变废为宝的手工制作活
动。

据介绍，此次活动中，该校共有
1600多名学生参加。这些学生中，和戴
钰峰有同样想法的不少。他们通过学校
召开的主题班会，了解了废弃物的来源、
主要类型以及“城市矿产”的重要价值、
循环经济和变废为宝的途径等科学知
识。在手工制作中，感受到变废为宝就
在自己身边。

记者手记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

动，是一项以培养青少年科学
兴趣、提高科学探究能力、增
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目
标，以科学调查、科学体验和
科学探究为主要内容的科学
普及活动。

此活动自 2006 年开展以
来，每年选取一个主题开展。
今年的主题就是“变废为宝，
从我做起”。我市有 7 所学
校，8000多名学生参加。

按照活动要求，各学校根
据学校活动和课程安排，帮助
学生学习相关科学知识；通过
动手实践，积极探究，掌握废
弃物的分类和变废为宝的基
本方法；完成相应的调查活
动，填好调查表格，并提交活
动组委会。

目前，我市参加活动的学
校都于 10 月 15 日之前，将科
技活动实践报告表，“变废为
宝，从我做起”科学调查报告
等活动成果提交组委会。届
时，组委会将组织作品进行评
比，并对获奖的作品作者进行
相应表彰和鼓励。

其实，是否获奖不重要，
重要的是学生们在这次活动
中学到了更多科学知识，提高
了动手操作能力和观察能力。

体验活动中的动手实践活动，让学生
们掌握了废弃物的分类和变废为宝的基本
方法，同时让他们见证了科技对生活的改
变。

五年级学生陈浩至今依然记得几个月
前做的一个实验——再生纸制作。

实验当天，他和同学们用较大径口的
容器、榨汁机、米汤、纱网、吸水性强的废
纸、天平、直尺等工具，将用过的作业纸、废
报纸，通过制浆、抄纸、压榨和干燥等步骤，

变成了一张可再次用的新纸。
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纸，陈浩很激

动。他和同学们一起测量了再生纸的面
积，并称重，计算再生纸单位面积的重量。
他们还测量再生纸的横向和纵向吸水性及
纸的抗张强度。

陈浩说：“我们了解了纸张再生和造纸
的相关科学知识，对变废为宝有了新的认
识。”陈浩和同学们还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
名字。

之后，他们还做了几个实验：随时随地
看“彩虹”，用废旧光碟、硬纸板等完成；校
园堆肥，用树木落叶、厨余废弃物等制作
肥料；污水净化，用活性炭净化用墨汁等
被污染的水；太阳能小车，用太阳能电池
板做……

焦罗蒂老师介绍，这些实验，提高了学
生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也将孩子们的环保
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将节约资源、合理使
用的意识根植于孩子们心间。

2 实验活动：见证科技改变生活

1 手工活动：手工制作变废为宝

3 调查活动：家庭调查切身体验

相关链接
2006 年，教育部、中央文

明办、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等单位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2006-2010-2020）》，
落实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
的任务和要求，增强未成年人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根据

《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实施
方案》的具体要求，共同发起
并面向全体青少年开展一项
以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为目
标，以科学调查、科学体验、
科学探究为主要内容的，群
众性、基础性的科普活动，这
就是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
动。

历年活动主题如下：
2006年：节能在我身边；
2007年：节水在我身边；
2008年：节粮在我身边；
2009 年：节约纸张 保护

环境；
2010年：我的低碳生活；
2011年：珍爱生命之水；
2012 年：科学饮食，健康

生活；
2013 年：节约粮食，从我

做起；
2014年：创新在我身边；
2015年：变废为宝从我做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落实车辆
购置税征管方式改革的通知》（税总函[2013]
年 628号）文件要求，以及《湖北省国家税务
局关于咸宁市国家税务局车辆税收征管方式
试点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鄂国税函[2013]
128号）文件精神，为规范车辆税收管理，方
便纳税人，咸宁市国家税务局决定开展车辆
税收征管方式试点改革，并将咸安区（含温泉
城区）车辆税收及相关行业的主管税务机关
进行相应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咸安区（含温泉城区）车辆购置税纳
税人可自行选择在市国家税务局温泉城区办
税服务厅或咸安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申
报缴纳车辆购置税。

二、以下行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
管辖权作如下调整：原咸安区纳税人统一调

整至咸安区国家税务局永安分局管理；原咸
宁市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市国家税务局
直属税务分局纳税人统一调整至咸宁市国家
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

1、机动车生产企业
2、机动车销售行业
3、机动车服务行业（机动车维修、美容、

轮胎销售等）
4、二手车经销行业
5、其他机动车相关行业
以上行业包括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小规

模纳税人（含个体工商户）
三、执行时间：自2015年11月1日起
特此公告。

咸宁市国家税务局
2015年10月26日

咸宁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

咸安区（含温泉城区）车辆
税收主管税务机关的公告 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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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位置

通山县太平大道以南

通山县开发区综合办
公服务区内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343.0

（约5.01亩）
6994.9

（约10.49亩）

土地
用途

商住

住宅

出让
年限
40
70

7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4.0～4.8

2.5～3.0

建筑密度

35.0%～42.0%

35.0%～39.0%

绿地率

≥30.0%

≥30.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72

92

竞买
备用金(万元)

180万元银行资信证明
(含竞买保证金）

230万元银行资信证明
(含竞买保证金）

拍卖起始价
(万元)

360

46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
确联合竞买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
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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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竞买
人可于2015年10月30日至2015年11月26日到通山县土地交易中
心（国土资源局九楼）或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竞买人可于2015年10月30日至2015年11月26日到通
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山县教育局11楼）提交书面申请。交
纳竞买保证金和提供竞买备用金（银行资信证明）原件的截止时间
为2015年11月26日16时（以到账为准）。

经审查，竞买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提供竞买备用金银
行资信证明的，具备申请条件的，通山县土地交易中心和通山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在2015年11月2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发给其竞买资格确认书。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2015年11月27日上
午9时30分在通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县教育局10楼会议室）举行。

七、其他事项：地块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通山
县土地交易中心或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宗地不
另行组织踏勘，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本次拍卖事项如有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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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一）通山县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通山县国土资源局九楼
电话：0715-2363491 13807242261
联系人：焦先生
（二）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咸宁市银泉大道567号劲风大厦A座1601室
电话：18971829863 0715-8209633
联系人：李女士
（三）竞买保证金指定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通山县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开户行：湖北通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
账号：82010000000151820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通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通土告字[2015]0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经通山县人民政府批准，受通山
县国土资源局委托，通山县土地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通山县P(2015)002号、015号两宗国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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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正在进行科学实验

遗失声明
李松林遗失嘉鱼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
年 7月 29日核发的嘉
鱼县华清园宾馆营业执
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22322700089329，特
声明作废。

王后武遗失嘉鱼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
年 5月 19日核发的嘉
鱼县茶庵馋味鸭卤菜店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
册 号 ：
422322600259548，特
声明作废。

湖北远航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地税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
421200316421741，特
声明作废。

陈桂芳遗失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交强险标志2张，编
号：42001500428675、
42001500428682， 特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