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产儿不易谈恋爱
为人父母的可能性小

英国一项新研究表明，与足月出生后长大的人相
比，胎龄不足37周的早产儿成年后建立恋爱关系、找到
伴侣和为人父母的可能性更小，原因可能是早产与性格
内向、害羞以及不愿意冒险等特质有关。

英国沃里克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
志·网络开放》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分析了约440万成年
人的相关数据，发现与足月出生的人相比，胎龄不足37
周的早产儿成年后建立恋爱关系的可能性低28%，成为
父母的可能性低22%。对于胎龄低于32周或28周的早
产儿，上述可能性更低。

尽管早产儿成年后不易建立亲密关系，但研究也显
示，一旦他们拥有朋友或伴侣，这些关系的质量与足月
出生的人无异。

狮子降温有妙招
趴在树枝上睡觉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乌干达野生动物园，狮子
懂得独特的降温方法。图中一只雄狮悬挂在两根树枝
上，它的腿部和尾巴下垂。

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是乌干达游客最多的一个
野生动物园，一只雄性和两只雌性狮子在树枝上摇摇欲
坠，但却能够安稳地享受安静的午睡。

这些狮子们都已适应了爬树降温，可以安然地趴在
树枝上打盹睡觉。 （本报综合）

鱼龙混杂导致良莠不齐

记者在市教育局了解到，发布的“白
名单”中，有浮山文杰托儿中心、金太阳教
育天洁校区、昂立教育天洁校区等资质良
好，办学条件完善的校外培训中心。他们
大多办学时间较长，经验丰富，师资力量
雄厚，场地教室符合要求，在社会和家长
中拥有良好的信誉度。

7月24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上榜“白
名单”的几家培训中心了解情况。在文杰

教育中心，十多个学生正在上课，他们跟
随着老师的引导认真理解课文内容。

负责人杨老师告诉记者，这是一家以
学科文化课为主要业务的教育培训机构，
来这里的多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学
生。“暑假主要是兴趣班比较火爆，像我们
这种以文化课为主的培训中心，学生人数
和平时相差不大，高年级的学生平时在学
校的压力比较大，时间紧张，暑假时间更

想好好地玩一玩，放松放松，而不是继续
补课！”杨老师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这家培训中心的教室，面
积不大，大概有15个座位，不过房间非常
明亮，各种电子设施齐全。杨老师说：“为
了提高教学水平，打造金牌口碑，机构严
格按照要求，专攻文化课辅导，各种软硬
件水平都较高。”

在公布的67家“黑名单”中，办学资

质不够，场地环境差是他们的通病，有些
甚至没有相关资格证件，几个人合伙，在
家里弄个小房间就开办起来。在记者采
访过程中，有些机构的负责人非常紧张，
讲话意识含糊不清，有些则直接拒绝采
访，要记者另寻他家。

收费较低是这些机构吸引学生家长
的有利条件，软硬件的不合格，导致这些
机构比合规机构的费用要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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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期间，家长们都会为孩子选择一个或几个暑假培训班。近日，市教育局发布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提醒广大学生家长慎重理性选择孩子的校外培训班。

科技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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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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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
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9月5日，在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
统公开挂牌出让咸土网挂G﹝2019﹞041-04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授权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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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咸宁市范围内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未及时缴纳的、有闲置土地
及其他违法用地未及时纠正的、被省厅和市政府相关部门列入联合惩戒
黑名单的自然人、法人和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咸土网挂G﹝2019﹞041-042
号地块竞买。申请人在申购土地前须到咸宁市土地管理办公室查询拟申
购信息主体的信用信息情况。

3、咸土网挂G﹝2019﹞041号地块属于旧城改造项目，自挂牌成交之
日起两年内，竞得人需无偿就地向市投资公司还建总面积5545.17平方
米（其中住房面积5084.17平方米，门面461平方米），并与市城投公司协
商确定还建的具体户型、楼层和方位等有关事宜。竞得人必须保留地块
西侧通道，不得占用现状道路进行建设，应该为地块南侧3户住户预留不
少于4米宽的永久性通道，并做好施工期间周边安全防护措施。项目竣
工后，周边住户可共享该项目新建通道及活动场所 。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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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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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
操作说明》和《咸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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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http://
219.139.108.3/GTJY_HBXN/#）查询。申请人可于2019年8月2日至
2019年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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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3日下午16
时，网上报价时间为2019年8月24日上午8时到2019年9月5日上午
11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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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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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勘现场。

八、如果在使用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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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电话:陈先生 0715-8126510
刘女士 0715-8126565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周女士 15971562219

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主要
规划
指标

规划用途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
（万元）

竞买备用金
（含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万元）

容积率
建筑系数
建筑高度
绿地率

咸土网挂G﹝2019﹞041号
咸安区马柏大道西侧
（市附二医院南侧）
3549.22（5.32亩）≥1.0、≤4.8≤32%

/
/

商住用地
（商业25%、住宅75%）
商服40年、住宅70年

330

不少于550万元的银行资信
证明

1100

咸土网挂G﹝2019﹞042号
咸安区梓山湖新城桃林大道
与太平路交汇处东北侧
18183.82（27.27亩）≤1.0≤30%≤20米≥25%

娱乐康体用地

40年

317

不少于528万元的银行资信
证明

1055

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土网挂G﹝2019﹞041-042号 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2周年，深入
开展好建军节期间的拥军
优属、拥政爱民工作，7月
29日下午，赤壁市科信局"
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在该局
五楼会议室召开，机关退役
军人欢聚一堂，共庆光辉节
日，共忆光荣传统，共叙鱼
水深情。

会上，各位退役军人畅
所欲言，对新组建的科技和
经济信息化局党组班子给
予他们的关心表示感谢，对
科信局各项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并一一诉说曾经
难忘的军旅生涯和艰苦的
奋斗历程，鼓励在职的干部
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美好生活，始终做到退伍不
褪色，继续关注科信局工
作，回报单位和社会。局党
组班子成员分别发言，对退
役军人致以诚挚的节日问
候，并号召各位退役军人要
始终保持军人本色，一如既
往地继承和发扬军人作风
过硬、纪律严明的光荣传
统，吃苦耐劳、勇挑重担。

（舒再珍 刘波）

赤壁市科信局召开“八一”退役军人座谈会

我公司委托湖北永业行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编制的《中建三局咸宁大洲湖生态建
设运营有限公司咸宁大洲湖生态建设示范
区项目涉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经完成，根据相关规定，我公司公开
下列信息以征求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征求意见稿全文可点击http://www.
eiafans.com/thread- 1245882-1-1.ht-
ml下载。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中
建三局咸宁大洲湖生态建设运营有限公
司，位于咸宁市双鹤路18号（咸宁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办公楼）。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工程所在大

洲湖区及拟建道路工程沿线向外200m范
围内的公民、法人及和其它组织，包括但不
限于官埠村、齐心村等地区的居民、村委
会、工业园企业等。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信函、
电子邮件、自送等。

地址：咸宁市双鹤路18号（咸宁市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办公楼）。

电子邮箱：584110321@qq.com
联系电话：15007170026
联系人：刘亮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公开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中建三局咸宁大洲湖生态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咸宁大洲湖生态建设
示范区项目涉水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

我单位委托江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承担
咸宁鸿宇塑业年产30000吨再生塑料颗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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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hjj.xianning.gov.cn/gs-

gg/zhlgs/201907/t20190725_17961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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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功，
13972832976，邮箱：905501427@qq.com，咸
宁市通山县闯王镇宝石村(象鼻岭)。

4、公示时间：2019年7月26日-8月9日。

咸宁鸿宇塑业年产30000吨再生塑
料颗粒项目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遗失声明
湖北汇智恒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咸宁市咸安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1351401，
账号：17685301040007308，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祥源预制品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2682689246U，特声明作废。

邹新安遗失位于崇阳县解放路164号的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编号为20020436号，用地面积78.88平方米，
建筑面积331.00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易春生遗失位于通城县五里镇五里牌社区三组的
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100101029号，面积133.61平方
米，特声明作废。

贾福遗失九洲建材经销部行政公章一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21224MA4AQWJW5F，特声明作废。

多方力量催生市场需求

家长的需求是催生力量之一，从众心
理也是推动不少父母给孩子报班的原因
之一。

“暑假兴趣班非常火爆，自己身边朋
友们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有参加兴趣班，
怕孩子厌学，我是在征求孩子意见的情
况下给孩子报了一个舞蹈班。”市民叶女
士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很多家长都秉持

着劳逸结合的教育理念，但“劳”在“逸”前
是绝大多数的家长的选择。同时，有些孩
子的自制力较差，暑假没有规划，家长为
了填补孩子的空闲时间便给孩子报了补
习班。“现在暑假了，我家的孩子每天没事
就拿着手机玩游戏，为了让他不闲在家，
我就给他报了作文班，希望他在暑假学到
一点东西，不要将时间给浪费了。”小学学
生杨杨的妈妈说道。

还有一种情况，很多家长都是在孩
子的要求下，带孩子来兴趣班学习的。

“我喜欢口才表演，在学校我也是班级活
动的主持人。”二年级女孩叶梦涵对记者
说。她就是自己和父母商量，报了这个
口才班。

家长和孩子的需求，都使得校外培训
市场的需求量庞大，许多不合格商家看见
这个市场空缺，便想要赚取这份利益。

记者了解到，根据不同的辅导类型，
价格费用也不同。“我们这里是小班教学，
每班15人，小学课程费用每人每科800
元左右，课时48节，每次两个小时。”一机
构负责人告诉记者。据调查，每人每科
800元的收费已是市场上的最低价格，即
使这样一个班一个月都会有12000的收
入，暑假期间人数多，各个培训机构基本
都处于饱和状态。

多方联动规范培训市场

那么应如何规范市场呢？这需要政
府，培训机构，家长三方联动，共同规范培
训市场。

对于在“黑名单”中的机构，咸安区教
育局综合教育股负责人表示，他们会要求
各机构提交具体的材料，然后根据相关规
定进行鉴定，筛查，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机构，会将其列入黑名单。职能部门通过

联合执法进行整治，责令整改。
在“白名单”中的机构，同样也会进行

鉴定，对其进行办学条件备案审核，整体
行为评估，对符合规定的发放办学许可
证。

据了解，目前咸安区共登记造册校外
培训机构275所，其中学科126所，艺术
类143所，托管类6所。共有206所校外

培训机构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全区共有
3600余名在校中小学生参加各类培训。
专项治理期间共下发整改通知书57份，
关停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18所，
给符合条件的58所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
颁发了办学许可证。

据悉，下一步我市将重点整治校外培
训乱象，市教育局提醒家长，理性选择合

法校外培训服务，有效维护自身权益；要
求区内校外培训机构合法合规办学，共同
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教育 热点

大暑节气一到，全国多地热浪席卷，
“高烧不退”，纷纷转入了“蒸煮”模式。气
象学家告诉你，这绝不是错觉

夏日火炉“烧遍”全球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数据显示，从25
日起至31日，中东部地区多高温天气，华
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5-37℃，局地逼近
40℃。

中国天气网统计了1951年以来中国
夏季年平均气温后发现，无论平均气温、
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均出现上升趋势，
越来越热并非错觉。1981年至2018年，
重庆、武汉、南京、杭州四城高温燃烧日均
出现明显变长趋势，“点火”越来越早，“熄
火”越来越晚。中国天气网分析师石妍表
示，此次高温过程为今年以来我国范围最
大、时间最长的高温高湿过程。

热浪天气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澳大利亚气象局1850年—2018年的全
球平均地面气温异常记录显示，2018年
记录的年平均气温比过去30年平均温度

高出 1～2℃。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到
2050年，澳大利亚将不再有“冬天”，而且
还会出现一个新季节，那就是气温高达
40℃的“新夏天”。

“致命高温”影响深远

2012年11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
名为《降低热度：为什么必须防止全球气
温上升4℃》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的影响
已逐渐浮现，而且列出一些4℃升温带来
的风险及影响：史无前例的热浪、严重干
旱、水浸、粮食保障受威胁、水资源短缺、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等。报告指出假如
现有的减排承诺不兑现，4℃升温有可能
最早在本世纪60年代左右便出现。

科学家还记录了热浪带来的其他损
失。2018年7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
发现，2070年至2100年，中国的华北平
原可能会因为“致命高温热浪”而变得不
再适宜居住。

“该论文以湿球温度6小时滑动平均
值达到35℃作为阈值，认为湿球温度达到
35℃时，人类在户外的生存时间不超过6

小时。”罗京佳解释，华北平原是典型的温
带季风气候，夏季白天的最高气温可超
40℃，但相对湿度通常在50%以下；夏季
夜晚气温会降到30℃以下，相对湿度可增
加到80%至90%，因此观测到的湿球温度
并不高。

以湿球温度35℃作为阈值，当白天相
对湿度为50%时，气温需超过47℃；当夜
晚相对湿度为 85%时，气温需超过
37.8℃。即当本世纪末华北平原白天和
晚上的气温均比当前升高7℃左右，才会
出现该论文所述的“致命高温热浪”。而
多模式集合平均的预估表明，到21世纪
末，在高排放情景下，华北地区夏季平均
气温增加4.8℃左右。

“实际上，灌溉和热浪之间的物理机
制非常复杂，涉及到陆面过程，而当前气
候模式中涉及灌溉作用的陆面模块还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待改进。此外，该
论文只是基于单个气候模式在高排放情
景下的结果。因此，该论文所述结论的可
靠性需进一步评估和验证，但所提出的关
于未来热浪强度和频率增加的预估，值得

我们重视。”罗京佳表示。

夏天为何越来越热

异常热浪的成因到底是什么？高温
频发，或源于多年罕见的大气环流异常。
大量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
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温度的上
升以及高温事件的频发。

罗京佳说，从天气尺度来说，大气环
流会直接引发高温天气。今年7月21-
27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维持，对流层上
层200百帕有大范围持续稳定的高压，促
进了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的发
生。

“有研究表明，厄尔尼诺和正的印度
洋偶极子事件会导致中国地区高温天气
偏多。今年夏天厄尔尼诺和正的印度洋
偶极子事件同时发生，热带印度洋和太平
洋海温异常使得大气环流出现异常，有利
于高温天气的发生。此外，全球变暖以及
城镇化引发的城市热岛效应导致城市地
区的气温要高于周边乡镇的气温，从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地区的高温天气。”

大量的科学证据显示，过热会对人类
的健康产生有害影响，导致从抑郁症到心
脏病等各种疾病的发生。

（本报综合）

夏天为何越来越热？

新型机械手臂
助人有感觉地抓起鸡蛋

美国犹他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机
械手臂，截肢者使用这种机械手臂能感觉到物体的软
硬，可精准地抓起鸡蛋或葡萄而不会导致其破碎。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机器人学》杂志上的论文
显示，这种机械手臂由金属马达和硅材料“皮肤”等组
成，由外部电池提供动力。它含有100个微电极，通过导
线与截肢者残存手臂上的神经系统相连，同时也通过导
线与外部计算机连接。

如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记者 王恬 实习生 李千龙 通讯员 余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