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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赤壁网挂G【201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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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定于2019年1月18日至
2019年2月28日在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赤壁网挂G【2019】0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赤壁土地储
备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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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城乡规划
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为准。（宗地的四至见挂
牌宗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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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限制的除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
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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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挂牌不设底价，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
网上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咸宁
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操作说明》和《赤壁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
录 咸 宁 市 国 土 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
219.139.108.3/GTJY_HBXN/）查询。申请人可于2019

年1月18日至2019年2月26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
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纳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19年2月26日下午16:00时，G[2019]02号
网上报价时间为 2019 年 2月 15 日上午 8时 00 分到
2019年2月28日上午10时10分止，挂牌报价时间截止
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
自动转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本次网
上挂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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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
下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陆先生0715-5889579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左浪 15972382565
九、竞买保证金账户：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银行：赤壁市农业银行营业部
账 号：695201040000220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二O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我单位委托武汉智汇元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关刀工业园控制性
详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
定，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1）链接：http://hbj.xianning.

gov.cn/html/GongQiGongGao/
HuanPingGongQi/12526.html；

（2）纸质版可至我单位查阅。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
影响并直接涉及环境权益的团体、
公众等对项目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
及建议。

3、反馈方式（电话、邮件及信
函）：何清，13476947630，邮箱：
1613931935@qq.com，通城县关
刀镇320省道关刀镇人民政府。

4、公示时间：2019 年 1 月 17
日-1月31日。

关刀工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我公司委托武汉智汇元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咸宁温氏九彬高效
养殖小区建设项目环评工作。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
定，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
式

（1）链接：http://hbj.xianning.
gov.cn/html/GongQiGongGao/
HuanPingGongQi/12525.html；

（2）纸质版可至我公司查阅或

获取。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

影响并直接涉及环境权益的团体、
公众等对项目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
及建议。

3、反馈方式（电话、邮件及信
函）：刘主任，0715-8873298，邮箱：
399609538@qq.com，咸宁市咸安
区贺胜桥镇。

4、公示时间：2019 年 1 月 17
日-1月31日。

咸宁市贺胜温氏禽畜有限公司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我单位委托武汉智汇元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嘉鱼产业新城总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现向
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1）链接：http://hbj.xianning.

gov.cn/html/GongQiGongGao/
HuanPingGongQi/12527.html；

（2）纸质版可至我单位查阅。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影
响并直接涉及环境权益的团体、公众
等对项目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及建
议。

3、反馈方式（电话、邮件及信
函）：李伟，18671567645，邮箱：
765463050@qq.com，咸宁市嘉鱼
县潘家湾镇苍梧岭村。

4、公示时间：2019年1月17日-
1月31日。

嘉鱼产业新城总体规划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王永禄遗失咸安区渔水路264
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22301600197885，特声
明作废。

陈艳兰遗失在咸宁荣业汽车有
限公司购买汽车的发票一份（第一、
三、四联），发票号码：00049519，
发票代码：142121726001，特声明
作废。

郑姗遗失赤壁市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童装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22302700083057，
特声明作废。

湖北省翰龙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发票代
码 ：4200164160，发 票 号 码 ：
01784525、01784524，特声明作废。

高端玉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2014年12月23日核发的嘉鱼
县润足馆坊休闲会所统一信用代码
为92421221MA4D5F2P1E的营业
执照正本，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女儿：妈妈，您出差干嘛呀？
我：去大坪乡上课呀？
女儿：又去上课……那我怎么办？
我：我上一节课就回，下午放学前能回

来接你。
女儿：这么冷的天，这么早起床，跑那

么远的路，就为了上一节课，有必要吗？
我哑口无言，但我来不及思索，便匆匆

出发。由于雨雪天气，原定8点出发改为7:
30，我不得不加快速度，赶去集合。

寒风冰雪，抵挡不了送教人的步伐！

透过朦胧的车窗，依稀能感觉到窗外树枝
的摇曳。车内，老师们相互探讨，教研员悉
心指导，教科院领导鼓励鞭策。

十点钟，我们到达目的地，按既定方案
分头行动。在这“寒风摧树木，严寒结庭
兰”的时节里，市教科院组织的送教活动在
大坪乡中小学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是一个实验田，孕育花朵承载希望！
回想每一次送教，课题都不是由我决

定。通常情况下，是要求讲什么我就讲什
么。刚开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们应该

要求热门课题才对呀！后来我发现，他们
所需要的课题，正是教学的短板，他们不追
求热门，需要务实，培养的是务实的骨干教
师，前提是上好校本课程。基于此，在每一
次的送教中，我都会做到课堂教学完整，教
学流程清晰，教学设计深入浅出，既注重基
础，又能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课堂用语规
范，采用全英文教学，尽量使每堂课都能成
为模板，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课后用心
总结，反思，在评课中分享自己备课、授课
的心得体会。“师指一条路，烛照万里程”，

看似简单的一节课，既寄托了领导的关切
与希冀，又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促进乡村
教师成长，为乡村教学指明了方向。

这里，我找到了女儿所要的答案。什
么是教育？教育是一颗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

每一次送教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灵
魂的碰撞，情感的交流。

活动虽已结束，可是我的思考仍在不
断前行！ （作者单位：咸宁市实验小学）

送教随想
○ 王丽娟

科技资讯

惊艳绝伦
3D画栩栩如生

乍看这张图，你是不是以为是照片？但实际上，
这都是韩国艺术家Hy Young-Sung Kim用画笔
描出来的3D画。

Hy Young-Sung Kim今年45岁，他在1993
年开始绘画，并专注于3D艺术，从自然和城市生活
中取材，创作了一系列惊艳绝伦的3D画，比如跃然
纸上的鱼、栩栩如生的蜗牛、振翅飞翔的昆虫，以及
目光炯炯的蜥蜴等。他的每一幅作品大概都需要
10个月左右完成，笔下的动物仿佛是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体，让人赞叹不已。

鬼斧神工
冷杉雪后变“怪物”

芬兰拉普兰区，一场大雪把里西山国家公园里
的树变成了“白色怪物”：霸王龙、独角兽、大象，甚
至还有遛狗的男人。57 岁的体育老师Valtteri
Mulkahainen在一场疾风过后，去里西山国家公园
拍下了这些别致的景象。Valtteri说，厚厚的积雪
覆盖在冷杉上，打造出了这“超凡脱俗”的“怪物”雪
景。

拿人消遣
抹香鲸把潜水员当球

潜水员Alex Voyer和妻子Marianne Aven-
turier在印度洋邂逅了一头顽皮的抹香鲸，这个蠢
萌的家伙居然拿脑袋顶着Marianne玩耍，画面十
分逗趣，而Alex则拍下了这一幕。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Marianne起初与数头抹
香鲸亲密同游，后来其中一个家伙追在她屁股后面，
开心地玩起了游戏——不时拿脑袋去顶她，仿佛在
玩沙滩球一般。

（本报综合）

远离远离““小四眼小四眼”” 大数据来支招大数据来支招

“近视防控的关键，是在现阶段找到
切实可行的方案。”北京海淀医院眼科主
任吉昂认为，户外运动是预防近视中最行
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有大型人群队列的循证研究表明，长
时间的户外运动情况下，长时间的近距离
工作也不会导致近视。吉昂表示增加户
外运动可能比减负等方案更有效。

“目前认为与户外的光照强度具有密
切关系。”湖南省爱尔眼视光研究所副所
长蓝卫忠表示，2009年已有研究报道指
出，仅需把光照水平提高到15000勒克斯
（Lux），就能抑制70%实验性近视，类似
的结果后来在哺乳类动物、灵长类动物都
得到证实。

用对了光，近视的抑制率甚至能达到
100%。也就是说，如果高强度光照不是
持续性给予、而是间断式给予，甚至可以
保护用眼者根本不发生近视。

“随着信息技术新手段的出现以及一
些科学研究的发现，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的一些旧有思路，可能需要转变。预防近
视的核心信息要既需要通俗易懂，又要科
学循证，还要有针对性，并能得到广泛普
及。”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医学博士田向阳
主持核心信息研发工作，他表示，为此需
要开发针对教师、家长、儿童青少年以及
医疗卫生人员等不同人群的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核心信息，让近视防控知识有触
动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核心信息将为下一步宣传教育工
作提供重要遵循。 （本报综合）

寒假将至，青少年的视力问题又双叒
叕来了。

“以前是考试之后孩子视力下降得多，
现在是假期之后视力下降严重。之前因为
看书，现在是假期看电子产品。”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眼科中心主任杨柳教授表示，近
视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受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委托，近日，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召开全国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核心信息专家研讨会。疾控局环境
处李筱翠、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有关领导、全
国眼科领域的10多位近视防控专家共同
探讨防控新进展。

“很多特殊行业对于人才的视力要求

在渐渐降低，民航飞行员招收标准中任
何一只眼睛裸视力（按C字视力表）不低
于 0.3 即可，而 2013 年的这一标准为
0.6。”教育部近视诊疗与防控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院长瞿佳教授表示，消防队员也因普遍
近视而必须在防火防毒面罩处加入一定
的近视度数。

青少年中，“小四眼”之前只是零星几
个，而今近视高发期已经降至8—9岁。“我
国近视总人数近5亿，患病率逐年上升，发
病年龄显著提前。”瞿佳表示，近视危害已
不容忽视，还在逐步严重，因此要转变意
识，发掘切实可行的预防、缓解方法。

“现在最通行的方法是电脑验光，但
需要专业人员，录入效率也不高。”瞿佳
说，为了对全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做一个
摸排，并能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到究竟哪里
出了问题，近期各地政府部门组织了大规
模的摸底采集活动，试图建立起省市一级
的视力健康档案。

用传统的方法，工作量非常巨大、人
力资金投入也很可观。以一个省有140万
学生为例，专家团队到每个学校组织本底
数据普查，马不停蹄地，一年大约也只能
完成全部学生的一半。

录入是其中“卡脖子”的环节。瞿佳
说：验光10个，录入可能只完成一个，整理
数据准确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在2018年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
印发关于《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中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视力档
案。2019年起，0—6岁儿童每年眼保健
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0％以上。在检查
的基础上，依托现有资源建立、及时更新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并随儿童
青少年入学实时转移。

高覆盖率、及时更新是这一方案中的
关键词。但用传统的模式很难摸底，更别
提动态更新。

“我们希望能用一个二维码、一部手
机贯穿整个近视数据的采集工作。”瞿佳
说，为了高效、动态地完成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本底数据普查，温州开发了信息化
的检测设备。

一个学生只需要22.5秒，就可进行视
力检查和电脑验光获得屈光度的检查结
果，一个班级15分钟内完成。自动鉴别个
人信息，自动读取数字化视力表和电脑验
光仪的结果，数据自动上传、存储在云端
上。在进行数据统计时，可生成结构化的
数据模块，非常有利于大数据分析、且能
自动更新。瞿佳说，一个千人学校，只需6
小时就可普查完，并建立数据库。

“这套系统的使用还能解决专业人员
不足的问题，并不需要专业的眼科医生进
行数据采集，校医、老师都可以。”瞿佳说，

“同时，还会为每名学生生成一个二维码，
通过扫描二维码，家长能够随时掌握孩子
视力的变化。”

22.5秒完成数据采集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建档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中同时要求将中小学生眼部健康数据
（包括屈光度、眼轴长度、屈光介质参数
等）及时更新到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中，筛
查出视力异常或可疑眼病的，要提供个性

化、针对性强的防控方案。
《中国青少年用眼行为大数据报告》

去年11月发布，通过对22911名6—17岁
学龄儿童青少年进行用眼行为数据搜集，
2年获取1.8亿条有效数据，希望通过大数

大数据挖掘
有望给出个性化防控方案

阳光下运动
比限制用眼时长更有效

据分析发现青少年近视和行为因素（包括
用眼距离、用眼时长、用眼时环境光照的
强度、户外活动时长和用眼角度五个维
度）之间的关联，给出更有针对性的制定
预防近视发生、发展的方案。

该报告发现，目前仅有45.4%的学生
用眼距离大于一尺；83.2%的学生单次连
续近距离用眼时长超过40分钟，其中超
过120分钟的占到53.5%；随着年龄的变
化，仅有6—9岁的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
长达到1小时，10—17岁的学生活动时长
均不足1小时，且年龄层越大，户外活动
时长越少……

用大数据对青少年学子的“群体画
像”，可以看出用眼习惯与健康用眼习惯

相距甚远。大数据还揭示了青少年用眼
行为的地域、城市差异，用以协助当地政
府部门地域化地落实国家近视防控工
作。大数据挖掘被认为不仅可以从整体
上为近视防控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还可
以针对个体提供个性化的干预。

据介绍，已有近视儿童在就诊时，获
得用眼行为报告，记载了日平均用眼距离
是20cm，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超过20分
钟的占比达到46%，阅读环境光照为155
勒克司度（光照度单位），日平均户外活动
时长为36分钟，在近距离用眼时56%的
时间偏头角度大于10°等情况，通过个
性化的近视防控方案，在调整了相关习惯
后，近视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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