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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教育局

强化教辅材料使用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新学期开学前，赤壁

市教育局通过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向全市公布关于
《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要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家长经济
负担，严格教师廉洁从教行为，严禁在教辅材料评议
公告目录之外向学生强制推荐订购图书、报刊、杂志
等学习资料，学生购买教辅材料必须坚持自愿原则，
确保在任一学习阶段一个学科只向学生推荐一套教
辅材料。

对教师向学生推荐“一科一辅”之外教辅材料的行
为及未按规定推荐教辅材料而引发学生或家长举报或
上访的学校，市教育局将视情节轻重进行问责。

赤壁教育局

开展师德专项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做一个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争
当师德模范……”2月27日，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但康在师德专题培训会上说。

开学前，赤壁市教育系统拉开了全市中小学教师师
德专题培训活动的序幕。各校组织教师深入学习十九
大报告中关于教育工作的论述、中央“八项规定”和“六
项禁令”等专题学习；开展教师“比修养、比学习、比奉
献、比业绩，争创职业道德优秀、教育教学优良，学生家
长满意”的“四比两优一满意”师德教育活动；开展“怎样
弘德育人”、“如何廉洁从教”等师德师风教育大讨论；开
展优秀教师的事迹宣传活动，号召全体教职工学习身边
师德典型、争当师德模范、开展师德述职活动等。

据悉，赤壁市教育系统师德培训活动为期三天。多
角度、多方式地进行师德培训，不仅是引导广大教师自
觉践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更是让学生满意，让
家长满意的重要举措。

咸宁职教投党支部

现场办公温暖还建村民
本报讯 通讯员刘泉水报道：2月26日，咸宁职业教

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一行前往横沟桥镇付桥村十
三组还建点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确保还建点正常施
工。

据介绍，当日上午，职教投支部成员汇同横沟桥镇、
村、组相关人员实地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一一落实；下
午，拆迁公司及相关施工单位到达现场开始运作。“马上
去办，真抓实干”，温暖着在场每一位群众的心。

十三组一位大妈说：有了这个公用活动板房，红白喜
事就好办了。听说马上就给他80多岁的父亲做个临时
居所，村里的另一个小伙子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领
导！我们一定积极支持积极配合还建点建设。

寻找另一个地球
科学家有四大法宝宝

行星Kepler-186f的艺术构想图

日前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官
网的消息称，该校天体物理学团队首
次发现了银河系以外的行星。他们发
现，在距离地球 38 亿光年的 RX
J1131-1231星系中央，栖息着一群行
星，质量介于月球和木星质量之间。

这是目前发现的距离地球最遥远
的一群行星。该团队研究成员介绍，他
们采用微引力透镜方法，观测到了这群
行星。通过建模数据来分析特征信号
出现的频率，从而确定行星的质量。

微引力透镜方法是如何发现行星
的？首先，当恒星自身从背景天体前
通过时，微引力透镜会让背景天体在
短暂时间内看起来更亮，反映在光度
变化曲线上是一个凸起的波峰。

如果波峰之上叠加着额外的小的
波峰，那么说明还有其他小质量天体
（比如行星）在围绕着恒星。天文学家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判断系外行星的
存在，分析它的质量以及与恒星的距
离等参数。

“微引力透镜是目前唯一一种能
找到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行星的方
法。但不足在于，观测到的现象无法
重复，不像其他方法可以多次地进行
观测。”苟利军表示。 （本报综合）

仰望星空，在地球之外，是否还存在宜居的星球？
这个问题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关于宜居行星的探测，不断有好消息传来。在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利用开普勒项目数据
确认找到了一个新“太阳系”后不久，科学家又宣布在
38亿光年之遥的太空找到了一群行星，把人们寻找行
星的目光拓展到银河系外。

开普勒项目是如何寻找行星的？科学家是如何看
到遥远行星的？在寻找系外行星的征途上，主要有哪
些方法，它们各自有哪些看家本领？科技日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2009年发射升空，
是世界首个用于探测太阳系外类地行星的
飞行器。在起初3年半的任务期内，开普勒
望远镜就对超过15万个恒星系统展开持续
不断的监控，产生了海量数据。

对开普勒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科学家
们遴选出了众多系外行星“候选者”。来自
NASA 官网的数据显示，开普勒发现了
4496位“候选者”，其中2341颗得到了确
认。

事实上，目前科学家总共确认的系外行
星约为3704颗。由此可见开普勒在壮大系
外行星家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愧

“系外行星猎手”的头衔。
行星自身不发光，在耀眼恒星的映衬

下，更是难以看见。那么，开普勒是如何“捕
获”系外行星的呢？

“开普勒主要是通过凌星法，即行星的
遮挡效应来进行探测的，这也是目前行星探
测的主要方式。”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苟利军对科技日报记者说道。

“金星凌日”是人们通过肉眼就能观测
到的凌星现象。金星轨道在地球轨道内侧，
某些特殊时刻，地球、金星、太阳会在一条直

线上。这时从地球上可以看到，金星就像一
个小黑点一样在太阳表面缓慢移动。

当一颗行星飞越自己的主恒星前方时，
会遮挡一部分主恒星的辐射，从而使得主恒
星的亮度看起来降低一些。尽管主恒星最
多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亮度变化，科学家也可
以收集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在不用直接
看到行星的情况之下，不仅仅可以判断行星
的存在，而且在合适的条件之下还可以得到
与行星有关的大气信息。

苟利军介绍，凌星法可以根据恒星亮度
周期性的变化确定系外行星的轨道倾角，从
而进一步确定行星质量。凌星法还可以了
解行星大气结构。当行星行经其主恒星前
方时，主恒星光线便会经过行星的最外层大
气。分析此时主恒星的光谱，便能得知行星
的大气成分。此外，还可以通过凌星法获取
行星的光谱性质，从而分析行星的温度，甚
至能侦测到行星上云的形成。

凌星法虽然比较高效，但也不是万能
的。比如，当行星的轨道面刚好与人们的视
线方向相垂直时，在视线方向上，恒星的光
不会被行星遮挡，因此探测不到恒星的亮度
变化。

凌星观测：让开普勒成为系外行星猎手

凌星法是间接获取系外行星存在的证
据，有没有办法能一窥系外行星的真身？答
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直接成像法。

2004年，法国科学家利用欧南台的甚
大望远镜直接拍摄到了围绕着一颗褐矮星
公转的热木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
直接成像法拍摄到的系外行星。苟利军指
出，此次恒星较暗，而行星较亮，所以在没有
遮挡恒星的情形之下就看到了行星。通常

情况下需要把中心恒星的光芒遮挡以后进
行观测。

如何才能挡住恒星耀眼的光芒，拍摄到
隐匿一旁的行星？科学家借助日冕仪原理，
在望远镜前端安上所谓的星冕仪，来遮蔽恒
星的光芒。日冕是太阳大气的最外层。日
全食发生时，太阳整个被月球挡住，可以很
容易观测到日冕。通常情况下，科学家通过
日冕仪来观测日冕。

直接成像：给行星拍个照

视向速度：多普勒效应的另一种应用

当一辆鸣笛的车正面驶来时，你
会感觉声音越来越高亢，而当这辆车
渐渐远去时，你会感觉声音越来越低
沉。这就是多普勒效应在日常生活中
的一个实例。

科学家用视向速度法探测行星
时，同样也借助了多普勒效应。

“行星在围着恒星绕转，但与此同
时，恒星也在围绕着两者的质量中心
绕转。从而在恒星绕转过程中，朝向
或远离我们的时候，会导致恒星光谱
谱线频率发生微小的有规律变化。通
过观察这种微小的变化，在判断系统
为双星系统的前提下，进而推断出另
外一个天体的质量，根据质量从而确

定行星的存在。”苟利军解释道。
如果将恒星的光散射得足够开,

就会发现在恒星的光谱中有一条条亮
线，亮线是恒星光谱中的发射线。当恒
星朝向或远离我们运动时，发射线的频
率会向高频或低频移动，分别被称为蓝
移和红移，如同声音频率的变高和变低。

借助对恒星光谱中发射线的周期
性变化的分析，科学家们可以推断出
行星存在的证据。

但是，如果行星质量比较小，它造
成的恒星光谱移动不明显，很难从微
弱的信号中判断它存在与否。苟利军
指出，此类方法更容易寻找到大质量
行星，或者是更靠近恒星的行星。

微引力透镜：发现离地球最远的行星

俗话说“眼见为实”，在多种行星
探测方法中，直接成像有其独特的优
势，能给科学家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
息。以行星北落师门b为例，它和原行
星盘的相互作用，以及在红外波段的
不可见，对它的质量给出了很强的限
制。再加上它超常的亮度，科学家认
为它可能被一个质量很大的环形系统
所围绕。

但到目前为止，直接成像观测到

的系外行星数量并不多。在目前确
认的系外行星中，采用直接成像发现
的仅为1.2%左右。在现有的观测技
术条件下，获得直接成像并不容易。
只有在满足十分严苛的条件下，才最
有可能得到直接成像，比如行星很
亮、主恒星很暗，且两者距离很远。
因此，想要寻找到大规模的系外行
星，直接成像或许并不是一个好的选
择。

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行）定于2018年3月2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
行2018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是本行2018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行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2018年3月22日15时

在本行9楼会议室召开；
4.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

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本行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本行2017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3.审议本行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审议修改本行章程；
5.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审议其它需要审议的事项。
三、出席会议对象
1.本行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行的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须按照《公司章程》和《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于2018年3月19日前，将

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直接送达、传真或邮寄给本行。
2.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和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1.会议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下午14:

00-15:30；
2.会议登记地点：本行通知的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地点；
3.登记方式：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规定的要求进行会议登记。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股权凭证；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权凭证、受
托人身份证明。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的代理人
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和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的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股权凭证、受托人身份证明。

五、联系方式
本行地址：咸宁市咸安区长安大道138号
联系人：李敏 彭敬一
电话（传真）：0715-8233885

电子邮箱：741504613@qq.com
邮编：437000
特此公告。

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日

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回执

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董事会：
本公司（人）持有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 万股，愿意亲自（或委托代理 ）出席
咸宁农村商业银行2018年度股东大会，特此书面回
复。

法人股东公章（自然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出席人联系电话、地址：
签署日期：2018年 月 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

均为有效，并请于3月19日前（以寄出日邮截为准）将
书面回复直接送达、传真或邮寄至咸宁农村商业银
行。

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近一年多以来，赤壁市民

政局认真落实贯彻拥军拥属政
策，切实服务好退役士兵及家
属，受到好评。

该局做好了退役安置信访
稳控工作。仅去年，接待退役
士兵及家属来访及政策宣讲超
过2000人次，回复书记、市长
批示件3件。对历年来符合政
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数
据进行采集，3次接受省政府
组织的涉军维稳督办检查。认
真做好基础工作。对2016年
接收退役士兵210人，发放退

役士兵安置期间生活补助费、
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对
9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
退役士官落实工作单位。已接
收 2017 年秋冬季退役士兵
168人。做好退役士兵就业培
训和服务工作，组织有意愿的
87名退役士兵参加万通职业
技术学校的汽车维修驾驶特色
培训班，组织19名退役士兵报
名参加广播电视大学远程学历
教育。帮助退役士兵转移党组
织关系、上户、查证档案证明。

（李晶 魏颖）

赤壁民政切实服务好退役士兵及家属

本报讯 通讯员钟高报道：日前，湖北省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下发表彰文件，鄂南高中被评为湖北省学生资助
工作先进单位。

为大力宣传资助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推进学生资助工作开创新局面，湖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根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求，经专家评审、综合评
审和公开公示，确定包括鄂南高中在内的全省共97个单
位(包括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大中专院校、高中及义务教
育学校)为资助工作典型单位。

自国家实施新的学生资助政策尤其是党中央发
出“精准扶贫”号召以来，鄂南高中在各级领导部门的
关心支持和学校党委班子的领导下，在全校所有班主
任老师的积极参与下，高度重视学生资助管理工作，
坚决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学生资助政策，建立了国家
资助与社会资助相结合、全方位多层次的资助体系，
为学生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为学生成就人生梦想
保驾护航。

鄂南高中

获省学生资助工作先进单位

胡金娥遗失位于湖北省通城县隽水镇东阁村二组的规划许可
证，编号：98335号，特声明作废。

通山县明珠金行遗失开具给程汉儒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4200171320，发票号码：03110094，特声明作废。

李猛军遗失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原证编号：
4200254881，特声明作废。

骆训丽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4212022011032395，特声
明作废。

刘纯正遗失咸安区兴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421202MA48AXT27Y，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