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报道：
中考已于上周结束，近日，记者
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按照
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安
排，7月1日前后发布成绩，7月
11日开始填报志愿。

据了解，考生可通过毕业学
校查询成绩，也可以直接扫描准
考证正面的二维码查询成绩。
考生对考试成绩如有疑问的，可
在考试成绩公布后2个工作日
内申请复查。复查工作由市、
4 (市、区)招考机构负责组织实

施。
我市中考实行网上阅卷、网

上填报志愿、网上录取。今年所
有有意就读中职学校的咸宁市
应届初中毕业生，必须先统一在
网上填报志愿。经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统一组织录取后，由录取
学校通知考生到学校报名。严
禁各中职学校直接接受未经市
教育招生考试院录取的应届生
到学校报名。

另悉，今年志愿填报时间为
7月11日9时至7月15日17时。

中考7月1日前后放榜
中职志愿必须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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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市预付卡消费投诉案件激增。问题主要集
中在预付卡消费经营主体不合法、恶意欺诈、虚假宣传、
强制服务、霸王条款、突然关门消失、单方面终止服务、欺
客宰客、侵占资金、违约跑路等几个方面，不少消费者落
入“陷阱”，特别是发卡人“跑路”后消费者事后维权成功
率不高。

目前，预付卡形式消费在教育培训、美容美发、健身、
游泳、按摩、家政服务、洗车、餐饮、摄影、服装洗涤、百货
等多个行业较为普遍，似乎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和价格优
惠，但背后存在较大的风险。

对此，咸宁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郑重提醒广大
消费者:谨慎理性对待预付卡消费，提高防范意识。在预
付卡消费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谨慎选择商家。办卡前要注意看清经营者营业
执照，确认经营主体资格，看商家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的
注册地址是否一致。依据《湖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十二条“经营者需要发放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含其他预
收款凭证）的，应当自营业执照核准登记之日起满六个月
后方可发放，并依法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的规定，消费者应重点查看发卡商家的营业执照
核准登记之日起到发卡时是否满六个月，是否依法向其
工商登记注册地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办卡后看出具发票
是否与执照上的单位名称一致，选择证照齐全、市场信誉
度高、经营状况好的商家。

二要保持理性。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时间安排和经

济承受能力选择服务。不要被商家宣传优惠折扣而冲动
消费，尽量不要一次充入过多金额，以免商家停业走人、
携款潜逃导致损失。

三要务必签订合同。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一些商
家口头承诺，务必要签订书面合同，看清合同内容。事先约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为日后可能产生的消费争议提供解决
的途径和依据，对不合理的条款内容，要及时纠正。

四要避免一次性充值金额过多或签订服务时间过长
的合同。

五要保存发票证据。办理预付卡后，一定要索要收
据、发票和消费凭证，一旦发生问题便于向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投诉。金额大的消费卡，要做好备份，每次消费后注
意核对余额动态，以防卡内余额缺失。

六要主动维权。办理预付卡后，按照约定条款消
费。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可根据相关证据追索相
应赔偿，主动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应妥善保管好相关凭证，当
遇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与经营者协商不成，
应及时向当地商务部门或到消费者组织投诉，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若遭遇商家恶意卷款跑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2年第9
号《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已向社会发布，
消费者可上网查阅相关内容。

咸宁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2019年6月28日

我市消委发布今年第2号消费警示：

谨慎理性对待预付卡消费提高防范意识

全球变暖 干旱区是否会更旱

依据1948年-2008年的多年平均降水量和潜在蒸

散发，确定的全球干旱区及其不同干旱类型（极端干旱
区、干旱区、半干旱区、半湿润半干旱区）的分布。

深红色为极端干旱区（A<0.05），红色为干旱区
（0.05≤A＜0.2），黄色为半干旱区（0.2≤A＜0.5），橙色为
半湿润半干旱区（0.5≤A＜0.65）。

1948年至2008
年干旱指数 A 的变
化趋势。红色表示
干旱指数 A 变小，
即更加干旱；蓝色
表示干旱指数 A 变
大，即变得更加湿
润。

中国干旱区边
界 从 1948 年 至
1962 年（绿 色）到
1994 年 至 2008 年
（红色）的变化。

占全球陆地面积41%的干旱区是生态系统和水
资源系统最脆弱的地区之一，也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最
敏感的地区之一，养育着世界 38%的人口，其中
90%的人口位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
背景下，干旱区会变得湿润还是更加干旱，是当今科
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陈亚宁研究
员团队，利用干旱指数分析了1948年至 2008年全
球干旱区的时空变化特征。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划分标
准，将年降水量与年潜在蒸发量的比值
A在0-0.65之间的区域定义为干旱区，
并分为4种类型:A＜0.05为极端干旱
区，0.05≤A＜0.2为干旱区，0.2≤A＜0.5
为半干旱区，0.5≤A＜0.65为半湿润半
干旱区。主要的极端干旱区出现在沙
漠，如阿拉伯半岛东部的鲁卜哈利沙漠、
撒哈拉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干旱区
主要分布在中亚和澳大利亚，半干旱区
位于干旱区外围，而半湿润半干旱地区
位于半干旱地区的外围。半干旱地区占
比最大，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5%。其他
干旱类型（极端干旱区、干旱区、半湿润
半干旱区）分别占7.5%、13.0%和6.2%。

依据1961-1990年之间的年降水
量与年潜在蒸发量的比值A计算，中国
的干旱面积约为5.62×106平方公里，
其中极端干旱区、干旱区、半干旱区和半
湿润半干旱区的面积分别为1.06×106
平方公里、1.42×106平方公里、2.14×
106平方公里和1.00×106平方公里。
占比最大的半干旱区呈东北-西南向的
带状分布，覆盖了大部分内蒙古、河北北
部、陕西北部、宁夏、甘肃中部、青海和西
藏的大部分地区。极端干旱区主要分布
在南疆的准噶尔盆地以及甘肃、青海、西
藏等部分地区。干旱区主要分布于极端
干旱区的外围。此外，半湿润半干旱区
仅分布在半干旱区南缘的狭长地带。

干旱区的界定、
类型和范围

大量的事实揭示，我国北方地区干
旱化正在加剧。吉林省草原面积每年
呈2.8%递减，草原重度退化的面积占
整个草原面积的47.5%，在内蒙古东
部，近10年沙漠化令科尔沁沙地以每
年2.4%的速度扩展，北方主要农业区
不同程度的干旱面积均有扩大的趋
势。以上特征都是我国北方区域干旱
化的具体表现。

在1948-2008年期间，中国的干
旱区面积以每10年0.12×106平方公
里的速度增大。其中，半干旱地区扩张
最快，扩张速度为每10年0.111×106
平方公里，比干旱和半湿润半干旱地区
快10倍左右(分别为每10年 0.013×
106平方公里和每10年0.017×106平
方公里)。而极端干旱区则略有萎缩，
变化率为每10年-0.002×106平方公
里。

对比1948-1962年和1994-2008
年干旱区边界，我们发现干旱区的扩张
主要发生在东北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
区。东北地区的干旱区东扩幅度较大，
约为2°，尤其是内蒙古西北部增多的
干旱区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辽宁省。
此外，在黄河中下游，干旱区向南扩展

了约1°。西南地区的干旱区的边界
较为平稳，没有太大变化。

伴随着干旱面积的变化，不同干旱
类型之间也发生着相互转化。不同干
旱类型的转化既可能朝向变干的方向，
也可能朝向变湿的方向。调查发现，半
干旱区是面积增加最多的类型，由半湿
润半干旱转化为半干旱的面积为
0.638×106平方公里，而由半干旱转化
为半湿润半干旱的面积仅为0.021×
106平方公里。除此之外，湿润区也有
0.606×106平方公里的面积变得更加
干旱，转化为半湿润半干旱区。

从干旱类型的转化来看，在1948
年至2008年间，中国有1.377×106平
方公里国土变得更加干旱，有0.274×
106平方公里的国土变得更加湿润。
变得更加干旱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黑龙
江和吉林的西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大
部分河北、山西和陕西地区。变得更加
湿润的区域主要零星分布于塔里木盆
地的西北边缘、准噶尔盆地和西藏的中
部。

显著干旱的地区分布在西北的东
部和整个华北地区，东北的东南部也是
干旱化显著的地区。这些地区干旱化

趋势的产生与降水的持续减少密切相
关，河北地区的降水甚至以每10年40
毫米速度减小。同时，近30年气温的
持续上升是这些地区干旱化加剧且范
围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北方其
他地区的变化趋势相反，西北西部当
前正处在一个相对湿的时段，但是由
于该地区的降水基数太小，因此增加
的降水并不能缓解该地的干旱，再加
上温度的升高也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变
湿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东部、华北在
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生明显的由湿向
干的年代际转折性变化，两个地区的干
旱化均持续至今，时间接近30年，这个
转折性变化应与1977/1978年的全球
大尺度气候背景有关。与上述两个地
区不同，东北地区在近半个世纪却存在
3个干湿变化的转折点，最近一次的转
折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湿
润转向干旱），目前这个地区仍处于干
旱时段，另两个转折点分别是1965年
和1983年。这说明除温度升高加剧了
干旱化趋势外，东北地区还受到不同于
前述两个地区的大尺度的气候背景的
影响。

中国干旱区的干湿变化

全球干旱区
的干湿变化
在关于全球变暖的影响里经

常会看到“湿者更湿、干者更干”的
说法。该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变暖，
总的降水量虽然会增加，但原来降
水多的地方降水会更多，原来干旱
的地方会变得更干旱。总体上看，
在1948年至2008年，全球干旱区
面积以每10年0.512×106平方公
里的速度增大。但是不同空间尺
度干湿变化的倾向明显不同，在半
球尺度，东半球为变干趋势，而西
半球反之，为变湿趋势；在大陆尺
度上，尤其是非洲大陆和欧亚大
陆，干旱化趋势非常显著，在欧亚
大陆的俄罗斯远东、中国华北和
东北地区都是干旱化显著的地
区。增暖对全球干湿变化有重要
影响，除北美大陆外，其余大陆在
增暖的作用下其干旱化的强度都
有大约 1-5个百分点的加强，降
水也因增暖而变湿趋势减弱或消
失。全球5个大陆除北美大陆外
均为变干趋势，而北美大陆为变湿
趋势。

近半个世纪，北美变湿倾向、
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的干旱化趋
势都具有明显的转折性特征，表现
在平均值和距平值的转折变化。
在距平变化上，三个地区的转折点
均位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包
括气温、降水和表征干湿变化的干
燥指数，非洲大陆由湿转为干的时
间为1979年，亚洲地区的干旱起始
于1975年，在北美大陆，由干转为
湿的时间发生在1976年，这种年代
际的转折性变化普遍存在于全球
许多地区。

大量的研究指出，大气环流和
海温变化对全球和地区气候有着
重要的影响。例如在我国的华北，
近半个世纪的干湿变化与北太平
洋年代际振荡(PDO)有非常一致的
对应关系，PDO的冷位相对应华北
低温、多雨和湿润时段，暖位相对
应温暖、少雨和干旱时段。华北的
持续干旱也与东亚季风减弱所引
起的水汽输送量减少有着密切的
关系。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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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
员余茹报道：第五届湖北省农村
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大赛即将举
行，我市拟定于7月举办咸宁选
拔赛，全市乡镇及以下中小学校
和幼儿园在职教师都可报名参
赛。

据了解，为推进农村中小学
语言文字工作，增强农村中小学
教师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省语
委、省教育厅决定举办第五届湖
北省农村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大
赛。

大赛分初赛、复赛和决赛
三个阶段进行，初赛由各地自
行组织，于7月31日前完成，每

个市州组织一支代表队参加省
级比赛；复赛、决赛由省语委、
省教育厅组织，定于9月中旬举
行。复赛方式为朗诵，主题为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决
赛方式为演讲，演讲主题为“我
的推普扶贫故事”。获往届湖北
省农村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大赛
一等奖者，不能再参加此次大
赛。

据了解，咸宁赛区将由各县
市区教育局组织初赛并选拔一
支代表队（含领队1 人、参赛选
手 3 人）参加全市选拔，市语委
办、市教科院组织选拔赛，并按
成绩排名选拔 5 名优秀选手，
组成市级代表队赴省参赛。

全省农村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大赛将举办

我市5名优秀选手参赛

每个幼儿都是一张纯洁的
白纸，成长的故事是“白纸”上的
色彩，有的绚丽，有的斑驳，甚至
是灰暗，作为幼儿人生的启蒙者
——幼儿园老师，往往是孩子调
配色彩的指导者。

二十年前带大班的一件事，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早晨，
我和往常一样接待每个入园的
家长和孩子。一位年轻的妈妈
带着孩子，行色匆匆地问我：“昨
天中午哪个老师带班午睡？”我
连忙答应：“是我。”并询问她有
什么事，当时，她显出异常忿怨
的表情指着我的鼻子斥责：“你
真狠，我家孩子王鹏的鼻子让你
打 出 血 来 了 ，弄 得 满 身 都 是
……”我吃惊地申辨：“没有呀！
我没打他，哪有这回事？”这时，
低着头偎着他妈妈的王鹏不哼
声，我笑着问他：“是我打你吗？”
王鹏这才抬起他的头，看看我，
又看看他妈妈，然后怯怯地说：

“嗯，是你打的。”我当时感觉莫
名其妙，正准备给予充分的解
释，但由于忙其他的事情去了，
就一脸歉意地离开了。

一天下来，我都在回想这是
怎么回事？哦！想起来了，原来
是昨天中午跟班午睡，我在看

《幼儿教育》，王鹏很兴奋地和对
面一位小朋友在小声地说话，我
走过去用手在他鼻子上轻轻地
刮了一下，示意让他睡觉。我反

省着，是不是当时力使大了，造
成鼻子致伤出血呢？我心里忐
忑不安，仔细想想，但王鹏一下
午都好好的，鼻子并没出血。我
猜想他是不是对我捏他鼻子的
行为不满，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激起他内心的对抗，所以故意撒
谎呢。

过了几天，有天中午起床，
发现王鹏拿着衣服在手上搓来
搓去，我连忙关切地喊：“王鹏，
快过来，老师帮你穿衣服。”他过
来了，我帮他穿好衣服，扣好纽
扣，梳理好头发，他却不愿离开
我，脸胀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

“老师，老师……那天我鼻子流
血不是你打的，是回家后我看见
隔壁小明买了新挖土机，正和小
朋友在玩挖土游戏，我也想玩，
就和他争抢起来，小明就用挖土
机打到我鼻子，鼻子就出血了，
回去我怕妈妈，就说是老师捏了
我的鼻子。”我摸着他的头，双手
抱起他，笑出了眼泪……”

王鹏妈妈知道这件事后，向
我道歉，并且要求孩子给我道
歉。王鹏也十分大方地跟我说

“对不起”，并且深深鞠了一躬。
看到他如此真诚的道歉，我知
道，有时候，老师在某个问题上
的较真或者说是逼迫孩子认错，
其效果会适得其反，不如用真情
感化学生，让学生主动纠错。

(作者单位：崇阳县幼儿园)

给孩子一个自我纠错的机会
○谭霞珍

为响应《崇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崇阳县钒
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为适应
市场发展需求，增强企业竞争力，湖北成
飞科技有限公司拟扩建2000t/a片钒生
产线编制了《湖北成飞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2000吨片钒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本次湖北成飞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500 万元，在厂区现有空地扩建年产
2000吨片钒生产线，采用1条电加热回
转炉+1座片钒炉，依托厂区现有公共基
础设施，配备经济可行的环保设备，对环
境的影响可控制在环境容量所容许的范
围内。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规划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意见。目前环评编制单位已编制完成
《湖北成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吨片
钒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为广泛征求与该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现将本规划环境影响相关信息公示
如下，请于2019年7月10日前通过信
函或电子邮件方式将您的意见反馈至我
单位。

单位名称：湖北成飞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亚池
联系电话：13872194166
电子邮箱：abcd72194166@163.com
联系地址：湖北崇阳县经济开发区

天城工业园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

到以上地址联系查阅纸质报告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
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参与。

公众意见表填写要求：公众提交意
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
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
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局承诺
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
用途。

公示起至时间：2019年6月26日—
7月10日

附件：1、《湖北成飞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2000吨片钒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 链 接 ：https://eyun.baidu.
com/s/3htlrKSc 密码：GStg

湖北成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吨片钒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咸宁市强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建行桂泉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360000984101, 账 号 ：
42001698650053004227，特声明作
废。

孙长贺遗失鄂L3022挂车辆营
运证，证号：421224002042，特声明
作废。

咸宁市惠泽汽车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鄂L1D876车辆营运证，
证号：421202201409，特声明作废。

李珣遗失咸宁市温泉东兴置业
有限公司项目东兴国际公寓首付款
收 据 ，房 号 ：2- 304，总 房 款
298566.19元，特声明作废。

咸宁点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咸宁点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21200MA4997BT8T，
特声明作废。

咸宁点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税盘以及六联机动车发票
25 份（10 万元一张），发票号码：
00051187-00051211，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21200MA4997BT8T，
特声明作废。

湖北华博三六电机有限公司遗
失朱艳华法人印章一枚，特声明作
废。

湖北天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遗失
于2018年7月3日在咸宁市工商局进
行股权质押登记的登记通知书，质权登
记编号为 422300201800000068，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