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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羊楼洞茶场茶园经营权招租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11月26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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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会议室举行赤壁市羊楼洞茶场
所属的枫树岭分场约514亩茶园和茶科所支部约68亩茶园十五年租赁
期经营权第五场专场招租会，通过公开竞价方式确定承租人。

有意竞租者，请经赤壁市羊楼洞茶场茶园经营权竞租资格工作专班
审查后取得《资格审查合格通知书》，在2018年11月23日16时30分前
（以到账时间为准）将10万元或5万元竞租保证金汇入指定银行账户，按
照《招租文件》要求并携带竞租保证金缴存凭证、佣金保证金缴存凭证、有
效身份证件、相关资质证明以及《资格审查合格通知书》到本公司指定地
点办理竞租报名登记手续。

注：1、招租标的物以现状竞租，竟租人报名条件具体详见《招租文
件》。2、原承租人和茶场职工子弟必须交纳竞租保证金和佣金保证金办
理相关手续参与竞租，才能享有同等价格下的优先租赁权（在同一茶园出
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优先权人时，在最高价的基础上采取抓阄方式抽取一
个竞得人），租赁权资格认定由委托人负责。

展示时间：2018年11月16日至23日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现场
竞租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1月23日16时30分前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报名咨询地址：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服务大厅
公司地址：咸宁市邮电路特1号添地缘小区A1栋3单元201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6日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骨伤科崇阳中医院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82018】】第第001001号号（（广告广告））

赤壁市教育局

狠抓校园安全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赤壁市教育局通

过建立分工明确、责任具体的校园安全责任网络，狠
抓校园安全管理。

该局把校园安全工作列为重中之重的工作，相
关职能股室多次深入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对安全
工作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了各学校的校园卫生防疫
情况，食堂超市安全情况，发现了一些中小学、幼儿
园存在有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13日，该局召开2018年秋季校园卫生食品安
全检查“回头看”联席会议。会上，通报了全市各中
小学、幼儿园在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责令在安
全方面存在问题的单位限期对标整改，完善校园安
全管理制度。相关职能股室将对照问题清单深入各
校督查，对整改不及时或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将采取
严格追责问责制。

湖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闭幕

崇阳大集中学获佳绩
本报讯 通讯员饶德斌报道：11月14日下午，

2018年湖北省体育特色项目学校运动会足球比赛
暨湖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学生联赛（初中组）在宜
昌市一中足球场顺利闭幕。20支男子足球代表队
和18支女子足球代表队历经11天的紧张角逐，我
市崇阳县大集中学获初中男子组前8名。

在本次比赛中，崇阳县大集中学男足代表咸宁市
参赛，全体运动员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以七战六胜一
平的好成绩，获得本次联赛第五名。同时，被评为精神
文明代表队，取得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我市举行首届

学校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袁震报道：为普及

校园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11月3日至4日，市教育
局联合市红十字会,在湖北科技学院举办了市城区和
咸安区学校老师、校医应急救护培训班,来自温泉城
区和咸安区25所学校的56名老师参加本次培训。

江汉大学护理学院教授马可玲和湖北科技学院
的相关专业教授进行了授课和实验操作指导，培训内
容包括《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救护概论》、《心肺复苏及
实操》、《创作救护及实操》、《心肺复苏和创作救护情
景模拟》,通过实操考试和理论考试并合格者.将获得
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统一制作的红十字救护员证。

通过两天的培训和实习，教师们掌握了急救知
识和技能，再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采取及时、正确、
有效的应急救护措施，为医院的后续治疗创造有利
条件，为保护伤患人员的生命健康起到关键作用。

市教育局和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后
还将开展类似的培训,从市级培训开始，发展到县级
培训和校级培训，通过几年时间让广大教师们掌握
校园应急救护知识。

咸宁高中通过

“省诗词楹联教育基地”验收
本报讯 记者陈志茹、葛建伟、通讯员陈蕾报

道：11月7日,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黄金辉、省楹联
学会会长刘书平一行来到咸宁高中，实地考察该校
诗联建设情况。

当日，考察组先后参观了咸宁高中的教学楼、行
政楼关于“传承诗词经典打造书香校园”为主题的宣
传窗、高三教学楼、运动场北侧文化墙、点石园、对联
长廊、侧校门宣传窗、诗联书画社办公室。

考察组肯定了咸高的创建工作，并一致同意咸
宁高中通过“省诗教先进单位””省诗词楹联教育基
地”的验收。

咸宁高中于2017年底启动创建”省诗教先进单
位””省诗词楹联教育基地”工作。截至目前，创办了
《咸高文艺》刊物;建成点石园亭联、玻璃长廊廊联园
地;设置专门的宣传窗，展出“书香校园”楹联诗词;
在校园内文化墙，宣传窗匾额上雕刻名家楹联诗词
等系列措施，营造浓郁的书香氛围，让学生随时随地
受到古典诗联文化的滋养。

10年时间终于实现了突破

从能源的需求来讲，中国比任何
一个国家都需要能源。所以从上世纪
90年代初我们提出，要在全世界率先
做一个全超导的托卡马克，能够长时
间地做到上亿℃，比太阳中心的温度
还要高五六倍！

作为“九五”的大工程，我们开始
做这样的装置。做这个装置，第一就是
要解决上亿℃和-269℃的矛盾。这就
必须要把很多技术用在一起。首先，真
正的上亿℃的高温要用磁场把它悬浮起
来，就是超导，上面全部是线圈。悬浮在
中间以后，等离子那里有个火球——就
像“蜘蛛侠”胸中的那个球，温度越高它
越容易到处跑。比如太阳，因为温度
高，所以太阳黑子来了。跑的过程中一
定要想办法控制住，让它一定悬浮在中
间，不能够上下跑。在不乱跑的情况
下，才不会把材料烧坏。

此外，因为能量的损失靠传导、对
流和辐射，所以为了实现最小辐射损
失，我们全部用了真空，用5层真空实
现了1亿℃和-269℃的结合。

在此之前全世界没有人做过，因
此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我们自己做。当
时国内的经济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
万元熙院士带领整个团队做了整整10
年，突破了很多难点，终于在2006年
得到了等离子体，大概几百万℃，虽然
当时它只能保持几秒钟时间。

中国现有两个”人造太阳“，可以
说是现实版托卡马克，一个在合肥，另
一个在成都，业界习惯分别称它们为
合肥超环和中国的环流器1号。

已经有相关技术运用在了国民经济中

尽管聚变能离我们还是很遥远，
但是通过国际合作，研发过程中产生
的技术已经能够非常好地用在国民经
济中。

为了验证聚变的工程可行性，欧

盟和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
印度等共同出资，要建世界第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人造太阳，也就是国际热
核聚变实验堆ITER。

这个国际合作项目里面牵扯到特
别多的技术。比如，它要形成的磁笼一
共有18段，像橘子瓣一样。这是什么概
念？波音747重量370吨，这一个线圈
就有360吨左右，价钱也是差不多的。

我国在参加ITER之前是生产短
样的。绕这么一个线圈，里面要将近
10万米导线，重150吨。在参加这个
国际合作之前的40年之间只产生了
36公斤短样。而如今国内企业中已形
成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规模和产
量也是最大的。西安的有色金属研究
院、西部超导公司现在一年可以生产
150吨。除此之外，国内的核磁共振、
GE的所有线几乎超过一半都是ITER
的材料在供应。还有我国航母的歼15
的起落架，飞机落地的一刹那冲击力
非常大，所以对材料的要求非常高，用
ITER上面的材料终于解决了航母起
落架的问题。

还有一个实际运用，和之前说的
上亿℃的东西的第一层屏蔽也就是核
导有关。它有8000吨，是一种特殊的
不锈钢，它首先要能降到-269℃，同时
还要耐强辐射。这种材料我们国家在
参加ITER之前从来没有生产过。参
加ITER之后，通过跟国际合作，山西
太钢现在可以年产15000吨，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

未来怎么做？计划60年内实现商用

未来中国的聚变到底怎么做？咱
们的聚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我们现在正在做实验装置、参加
ITER，但是希望10年以后能建造中国
自己的工程堆，这样才能够验证发
电。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在50年到60
年之间就能商用化。 （本报综合）

中国聚变之路要如何走

《我国“人造太阳”实现1亿℃运行》的消息近日见报后，引发世
人关注。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造太阳”？这个“太阳”要怎么才能
造出来？上亿℃！比太阳中心的温度还要高五六倍，足以消融一
切，那么要如何存放？又如何加以利用？而对于急需要能源的发
展中的中国，这种“可能永久解决能源问题”的核聚变清洁能源，离
实现商用还有多远？

这里和大家分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李建刚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SELF格致论道讲坛上对
“人造太阳”之路的介绍和展望，从中可以更多了解这个“黑科技”
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太阳为人类产生了很多光和热，万物
生长靠太阳。大家都知道太阳，但什么是

“人造太阳”？
看过《钢铁侠》的人都知道，片中的钢

铁侠胸口就有一个“人造太阳”，这个名为
托卡马克的能源装置，看着像一个磁线圈
一样，其实是一种核聚变反应装置。简单
地说，如果把气体加热到上亿℃，它就会发
生聚变，可以像太阳一样发出巨大的能量。

目前要实现人造太阳，就需要实现聚
变。聚变的一个不可控因素就是氢弹。氢
弹不能轻易地爆炸，要用原子弹去把它点
一下，让它达到上亿℃以后才有可能发生
爆炸。

但是，温度一旦达到上亿℃，任何容器都
会顷刻之间烟消云灭。于是科学家想了一个
办法：把一团火球——上亿℃的等离子体，用
磁的方法把它悬浮起来，跟周边的任何容器
材料不接触，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加热、控
制，进而造出“太阳”，它的模样就像我们吃
的甜圈圈。

用这些非常复杂的仪器把上亿℃的东
西放在中间持续地加热，讲讲很容易，但实
际操作非常难。

首先我们需要巨大的磁场，这个磁场
要比地球南北级的磁场高2万倍以上，磁场
越强越容易收得住。人类之所以没有遭到
来自太阳风这种粒子的损害，主要就是靠
磁场把这种带电粒子无形之间屏蔽起来。

所以科学家们所做的就是产生比地球
高上万倍的磁场，让这团气体悬浮起来。
用的燃料是什么？是海水里面氢的同位素
——氘和氚。海水里面的氘有多少呢？它
可以让一千个电站使用上百亿年，也就是
说该资源是无限的。如果用爱因斯坦的公
式计算的话，一杯水里面产生的氘和氚相
当于300公升汽油。

它的好处在哪里？首先它没有高放的
废料，而我们现在用的裂变电站都是化石
燃料，一旦发生事故，就会有长达上百万年
的放射性废料。而聚变的产物就是能源中
子和氦气。氦气是非常清洁的，它导致事故
的概率非常小，只有同时碰到地震和海啸才
有可能发生。聚变电站甚至也不用害怕会
有恐怖分子开个飞机就来把它炸了，因为它
聚变的产物就是氦气，只要一停机就没有
了。

另一个好处是节能。一个一百万千瓦
的电站，上海一年大约需要两个。如果是煤
电站的话需要50万吨煤，如果是核电站的话
就需要30吨，而聚变电站需要多少东西呢？
一年一个电站只需要一百公斤的重水和锂。

总结一下，作为资源来讲，它是无限的
同时又是清洁的，所以长期以来被科学家认
为是未来人类终极能源之一，可以大规模生
产。未来可能有20%的可再生能源，但最大
规模的一块，即80%一定是靠聚变来维持
的。

人造一个“太阳”有何好处？

它将是未来人类终极能源之一，可以大规模生产

聚变最大的问题就是离实现还很遥
远，虽说在过去50年中它的发展可以说非
常快，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的一些大装
置上都同时实现了可控的核聚变，目前我
国也做到了输出的能量和输入的能量之比
等于1.25，即已经有了净输入，但是，这些都
还只是从科学上验证了这是可行的，而工
程上可不可行还不知道。

要想真正获得聚变能量，首先面临的
问题是能用什么装置。磁笼子是用常规铜
线做的，本身就要消耗大量能量，只有把温
度降下来，让电阻等于0，消耗的能量才可
以降到0。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
国大概在1989年曾用400万元人民币的羽
绒、瓷器、中国家具换来了一个价值1800万
卢布的聚变装置，花了1年半的时间把它全
部拆掉，又花了2年的时间把它装起来，在
这上面做了大量实验。当时其他国家在这

个装置上面都只能做几秒钟高温，而我们
最多已经能做到60秒钟1000万℃。

但这还不够，还不能够做到所有线圈
的电阻都等于0。这时候需要做超导，就是
要把上亿℃的一团火球悬浮在-269℃的圈
子里面，让冷热两个极端相结合，这是非常
难的。

另一个大难题是，一旦发生聚变的时
候——比如氢弹爆炸，就会有强烈的冲击
波，它跟周边材料（就是悬浮起来的也不
行）会发生强相互作用，所以控制要非常精
确，精确到零点几个毫米和零点几个毫秒
以下，否则只要一偏心，它就会碰到什么烧
什么。

这件事真是难，难于上青天。正因如
此，即便美国人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上了
天、登了月,但是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做出一
个能够真正发电的人造太阳。

要造“太阳”难在哪里？

如何让上亿℃的火球悬浮在-269℃的圈子里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 0715-8102639（急诊）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答记者问
问：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医院，但

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院”，您怎么看？
答：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的认

知还停留在以前，现在附二医院是湖北
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开
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
科、儿科、传染性疾病科、中医康复科、
五官科、皮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
科、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
能科等临床科室，共有医务人员480余
人，其中正高职称16人，副高职称55
人，博士15人，硕士50人，购置有核磁
共振等一系列大型医疗设备。医院质
量管理和医疗服务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争取做到患者更安全，社会更信任，百
姓更满意，久而久之，附二医院作为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会被越来越多的
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姓日
益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贵医院会从何
入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医院改革
和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要提高医
疗服务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一方面
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另
一方面，也是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和促进
医院科学发展的关键。我院将深入进
行精细化管理，打造附二医院的品牌，
这是也是医院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和发
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现
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层次的问
题和矛盾。您认为公立医院院长们将
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公立医
院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第一，
处理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
系。大医改强调的是三医联动，而三医
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对于院长
来讲，公立医院改革在医改中绝不能拖
后腿。第二，公立医院的改革应该走在
前列。因为医院需要调动医务人员的

积极性，需要解决医院医疗服务的有效
性问题，是需要靠医院机制改革与创新
来驱动的。第三，。医疗服务的有效性
说到底还是要通过医务人员的服务来
实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直接的影
响因素就是医院管理，在医院管理中，
则需要通过绩效和薪酬等手段来更好
实现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开展
了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这样等社区
的公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2012年以来，克服了院
内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诸多困难，每
年组织医护人员义诊达到数十次，为老
百姓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从中受益的
人数每年高达万余人，我们希望通过这
样的义诊活动，让身体不便的居民能享
受到足不出户的免费医疗与服务，提高
社区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
健康保护意识，更好地解决了百姓“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通山县鑫安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42232600001208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通山县鑫安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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