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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到赤壁市开展送教下乡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为推动城乡幼儿园

合作交流，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多渠道提升乡
镇基层教师专业素质，10月30日，湖北省级示范幼
儿园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罗云名师工作室”一
行5人，到赤壁市中伙铺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送教
下乡活动。

活动以上课、评课、座谈交流为主要形式。咸宁
市交通实验幼儿园“罗云名师工作室”成员阮涛老
师现场展示了一堂大班科学活动课《快递单的秘
密》。她通过组织各种游戏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
玩，尽情体验学习的轻松和快乐。阮涛老师亲切自
然的教态、巧妙灵动的设计、转换自如的组织受到
现场教师的一致好评。座谈交流中，中伙铺镇中心
幼儿园教师纷纷表示此次送教下乡活动带来了新
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针对性强、可操作，对自己
的教学有很大的启发。

活动期间，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还向中伙铺镇
中心幼儿园捐赠了50套学生用床。

咸安区

开展青骄第二课堂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朱辉报道：“这个

内容很丰富，我们都很喜欢进入系统平台学习。”每
天中午，咸宁市浮山学校的机房内，人满为患，大家
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青骄第二课堂”，进行在线学
习。该校根据学生学习生活特点，每天中午和下午
课外活动时间分批次组织学生集中学习。

据了解，去年开始，咸安区开展“青骄第二课堂”
系统学习，共有36所学校参与，在小学五年级至高
中二年级学生参加“青骄第二课堂”系统平台学习禁
毒知识、参加禁毒知识竞赛、禁毒作品征集活动。

为进一步推进“青骄第二课堂”学习的开展，10
月22日上午，咸安区教育局联合公安局、禁毒办举
办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青骄第二课
堂”使用培训会。会上介绍学生学习、考核任务，具体
演示相关操作方法，并逐一解答在场老师的疑问。

据了解，“青骄课堂”是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数字化平台的简称，数字化平台是推进青少年毒
品预防教育的创新举措，这一平台的推出，促进了学
校毒品预防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的转变，全面提升各
级各类学校毒品预防教育水平。今年秋季，根据校园
毒品预防教育“五个一”活动的要求，该区要求有计
划推进在校学生参加禁毒知识网上学习，完成考核
任务。

名师送教促均衡发展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汤标报道：“大家

知道，白天在海边拍照，应该面朝大海，还是背对大
海呢?”10月24日上午，在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嘉鱼
一中游瑾老师的发问引起同学们的热烈讨论。这也
是地理名师工作室送教下乡的现场。当天活动吸引
来自全市各初高中地理老师和湖北科技学院地理专
业学生参与交流学习。

当天上午，游瑾老师的示范课《大气热力环流》
结合视频引入，通过分别将燃烧的蜡烛、冰块、吹灭
的一炷香放入塑料筒，观察筒内烟气的运动方向，
这些形象的实验，让同学们对空气运动的原理一
目了然。之后的海陆风、山谷风、城市风的大气运
动环流圈，让同学们对热力环流印象更深刻。课
堂上，老师结合视频实验、动手实验，联系生活常
识，让同学们学会用地理知识解释生活现象，从而
解决生活难题。

市教科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课堂改革的目标
就是提高课堂效率，多形式的课堂教学方法，对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将学科专业
术语转变为学生语言，将学习与生活、生产相结合，
转变老师满堂灌的形式，让学生学得轻松。

对于高一的学生，即将面临选科。如何面对新
高考的选课和未来的就业？当天送教活动中，来自
崇阳一中的程鹏飞老师带来了一节《高中生涯规划
初探》。程鹏飞生动细致的分析讲解，受到学生老师
的一致欢迎。

区块链赋能未来的
社会发展

十多年来，区块链技术经历了从1.0时代到
2.0时代，现在正在迈向3.0时代。

区块链的1.0时代，比特币是典型代表，主要
是简单地记录交易信息，功能非常单一，应用场
景有限。区块链的2.0时代，以太坊项目是典型
代表。不同于功能单一的比特币，以太坊增加了

“智能合约”功能，智能合约可以简单理解为能自
动执行的程序。因为这个可以自动执行的程序，
区块链从一个功能单一的账本升级为了一台世
界计算机，人们可以在上面开发各种各样的区块
链应用。

至于区块链的3.0时代，正如5G时代一样，
只有等它真正来临之后，人们才能知道它长什么
样子，会产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社会影响。现
在我们谈论的区块链赋能社会发展，主要是基于
区块链2.0。

那么，区块链会在哪些方面赋能社会发展
呢？

首先是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每天都要和各
种账目打交道，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分布式账
本，利用区块链这个“信任的机器”，记账、做账、
报账、清结算、报税等需要多方信息同步的工作，
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有明显的优势。去年8月10
日，深圳市税务局联合腾讯公司推出了区块链电
子发票，实现了电子发票不可作伪、数据可询、交
易即开票、开票即报销，极大地简化了传统金融
税务的工作流程。

此外，跨境支付也是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一
大应用。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公开透明、不可篡
改、去信任中介等优点，在跨境支付时，可以减少
不同银行间的各种繁琐手续，加快流程。去年6
月25日，支付宝在香港上线了基于区块链的电子
钱包跨境汇款服务，使用港版支付宝，可以通过
区块链技术向菲律宾钱包Gcash 进行跨境汇
款。在发布会上，整个汇款过程只用了3秒钟，而
通过传统的跨境转账方式需要数天时间。

除了金融领域，在商业上区块链技术也大有
可为。京东在很早之前就推出了京东智臻链，利
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防伪追溯平台，记录商品从原
材料采购到售后每一个环节的重要数据，与监管
部门、第三方机构和品牌商等联合打击假冒伪
劣。去年双十一，天猫国际商城有超过1.5亿件
跨境商品，利用了区块链技术可追溯、不可篡改
的特性，实现了永久溯源、防止信息虚假，保障了
消费者权益。

在民生领域，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前景也非常
广泛。比如慈善事业，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公
开透明，监测每一笔慈善资金的流向，确保款项
最后到达受助者手中。

区块链技术还可以简化政府政务，实现各个
职能部门互联互通。去年11月13日，湖南省娄
底市发放了首张不动产区块链电子凭证，实现了
不动产登记与国土、税务、房产等政府职能部门
数据上的互联互通。

将数据存储到区块链上，也具有法律效力。
去年6月29日，全国首例区块链存证案在杭州互
联网法院一审宣判，确认了采用区块链技术存证
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明确了区块链电子存证的
审查判断方法。

对于很多注重隐私保护的人而言，区块链技
术是一大福音。我们日常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各
种使用数据，包括身份、手机号码、兴趣爱好、购
物记录、位置等敏感信息，都有可能被直接或间
接地泄露出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威胁和
困扰。区块链技术融合了密码学和加密技术，可
以实现用户身份与数据分离、加密存储和分布式
存储，让自己的数据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目前的区块链技术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就
如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一样，虽然充满了各种
各样的可能性，但并不成熟，成功的大规模落地
应用非常少，而且还充斥着资本的投机与炒作。
对于这项新兴的技术，我们不能高估它短期内带
来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它长期带来的变革。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未来

近日一则新闻成为关注焦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

和趋势进行集体学习，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

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那么，什么是区块链技术？它

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是什么？未来

又有哪些应用场景？这里我们就

来说一说。

提到区块链，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比
特币。事实上，两者并非一回事，区块链
是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2008年，一位自称“中本聪”的人发
布了白皮书，想构建一套不会滥发的电
子货币系统。2009年1月，比特币正式
诞生，总量上限为2100万枚，发行规则
透明，且没有一个中心发行机构，全靠代
码自动执行。比特币的代码和运行由参
与的人维护，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参
与其中。

最早，比特币只在电脑极客中流通，
有些人把它当作新玩意进行尝试，也有些
人被它不会滥发、可以自由流通的乌托邦
理想所吸引。2010年，甚至还发生了一
位程序员用一万枚比特币换取2块比萨的
故事。不管怎么说，当时很少有人会想到
比特币会在后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比特币从电脑极
客圈逐渐向外传开。由于参与的人越来
越多，资本的投机、炒作接踵而至，比特
币的价格也开启了暴涨暴跌模式，引发

了一些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比特币。

人们在研究了比特币的代码之后，
把比特币所采用的底层技术统称区块链
技术，比特币则是区块链技术的第一个
应用。如果把比特币比喻成面包，那么
区块链就是面粉。面粉可以制作面包，
也可以制作面条、花卷、馒头、糕点。同
理，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创造比特币，也
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来造福整个社会。

区块链技术的由来和发展

顾名思义，区块链是“区块”和“链”
的组合，本质上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
那么，这个账本是怎么记账、如何运行的
呢？我们不妨用一个类比进行说明。

最开始，一群人中先站出来一个人，
拿着一张空白的纸进行记账，系统给这
个记账的人一定额度的奖励（比如50个
比特币）。记完账后，将这一页账单通过
加密算法生成一个防伪码，并同时将账
单复印给其他所有的人。接下去，大家
通过计算一道难题，先算出来的人可以
记账并独享系统给记账人的奖励。在记
第二页账单时，需要在开头写上第一页
账单的防伪码，然后再记账，记完后同样
通过加密算法生成第二页账单的一个防
伪码，再将账单复印给其他所有人。接
着，大家通过计算下一道难题来争夺第
三页账单的记账权，这一页账单同样会
在开头标注上一页账单的防伪码，记完
后同样会生成一个防伪码并将账单同步
给其他人，以此类推。这一页一页的账

单，按顺序通过装订线变成一本越来越
厚的总账本，且每个参与者人手一份。

在上述这个类比中，一页一页的账
单被称为“区块”，装订线就是“链”，通过
先后顺序将这一页一页账单装订成总账
本，就构成了“区块链”，其本质还是一个
账本。只不过这个账本人手一份，没有
中心人或组织，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所有
人都可以通过计算难题从而争夺记账
权，整个账本由所有参与者共同维护。

既然一个中心人或组织都没有，那
么，这个共同维护的账本如何防止心怀
不轨的人做假账或是篡改账本记录呢？
假设张三抢到了第100页账单的记账
权，他的好友李四本来账上只有三千元，
张三帮他偷偷地改成了三万元，记完账
后同步账本给其他人，此时，其他人会立
马发现这笔账有问题，因为账本人手一
份，李四资产的来龙去脉都记录在前面
的账本上。因此，其他人会拒绝有错误
记录的这第100页账单添加到总账本

里，会通过计算难题选出另外一位诚实
者来记录这第100页账单。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区块链技术具
有这些特点：公开透明（账本人手一份，
人人可查）、去中心化（没有一个中心人
或组织）、不可篡改（因为任何篡改、做假
账都会被发现）。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消费时习惯用
微信、支付宝支付，微信和支付宝就充当
了记账人，我们需要信任这个记账人不
会记错账、记假账。区块链则不一样，黑
客或许攻击并修改了一台电脑里的账
本，但想真正修改区块链数据，需要攻击
超过半数以上电脑里的账本，难度非常
大，尤其是像比特币这样的区块链，记账
的节点有上万个，账本人手一份，且分散
在全球各地。所以，区块链技术在安全
性上也有非常大的优势。

公开透明、去中心化、不可篡改……
因为这些优点，英国著名的财经杂志《经
济学人》称赞区块链是“信任的机器”。

区块链是“信任的机器”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员
刘云霞报道：10月31日，市国资
委组织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形势政策暨先进典型专
题教育报告会，市国资委机关全体
党员干部，市城发集团、高投集团、
绿投公司、国资公司、振宁押运、恒
丰纸业等国资委出资企业274名

党员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先进典型教育，由“南鄂
楷模”邓正华作《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争做新时代的优秀人民监
督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第二个
阶段是形势政策教育，由省政府
国资委党建处副处长张辉作《加
强党的领导 深化国企改革 以主
题教育的实际成效 推动国有经济
高质量发展》报告。该报告从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运用大
量详实的资料和数据，对当前全
国、全省的形势政策进行了深入
透彻的讲解。报告既有对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
精神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解
读，又有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势
和国资国企发展形势的分析；既有
理论上的深刻感悟和独到的理性
思考，又有对国资国企经营工作实
践和党的建设的具体指导。整个
报告内涵丰富，深入浅出，让大家
深受教育，深受启发，为国资系统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激发国资党员干部加强国
资监管、推动国企转型发展提供了
有力指导和工作动力。

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解本次报
告会的精神，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好
国资系统主题教育，会议强调要做
到以下三点：

一、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进
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国资系统广
大党员干部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
握形势，立足岗位，干事创业；要认
真组织学习，迅速传达报告精神，
吃透精神，掌握实质，切实把全部
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咸宁高质量发
展的具体实践中来，增强工作的自
觉性、主动性，形成国资国企的强
大合力。

二、要立足实际，创新形式，深
入开展主题教育。国资系统要按
照不划阶段、不分环节的要求，贯
彻落实中央、省、市主题教育部署
要求。全体党员同志作为国资系
统的中坚力量，要立足国资国企实

际、立足岗位，按照“走深、走心、走
实”的要求，以深化理论学习为基
础，以抓实调查研究为载体，以深
入检视问题为契机，以狠抓整改落
实为驱动，坚持密切联系实际、坚
持问题导向，努力把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
重点措施贯通起来，有机融合、统
筹推进。

三、要把握重点，改进作风，
扎实推进国资国企转型发展。国
资系统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把主题
教育与推动国资系统的各项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认真分析当前的经
济社会发展形势，明确企业职能定
位和发展目标，突出重点促突破，
改进作风抓落实，确保今年企业的
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为咸宁
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力量。

市国资系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汪青遗失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专业类别：市政公用工程，管
理号：165842358134220302，特声明作废。

尹力遗失咸安区南大街5号门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1202MA4CP2955A，特声明作
废。

朱家英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421202011722，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威港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以及法人章（应杨

林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5683017034，特声
明作废。

吴正明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油坊村十二组的集体土地使
用证，证书编号：22410-16，宗地面积205.39平方米，特声明作
废。

父亲刘洋，母亲任金玲，遗失刘澍源（男，出生日期：2014年3
月25日）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O420099149，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三利制衣厂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国税鄂
字421281793261541，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湖北中舟路桥装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定于
2019年11月15日下午3时50分在本公司拍卖大厅第
二次公开拆分拍卖湖北中舟路桥装备有限公司破产资
产，具体如下：1、房屋（不含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约
4532.69平方米，拍卖参考价172.272万元；2、机器设
备、原材料、低值易耗品（辅料）等，拍卖参考价70.44万
元。具体资产明细详见《破产资产清单》。

展示时间：2019年11月11日至11月13日，展示
地点：标的物所在地和存放地。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
身份证明分别按房屋交纳8万元竞买保证金和设备等
交纳5万元竞买保证金到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到本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报名截止时间至2019
年11月14日下午4时30分。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刘先生
公司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路特1号A1-3-201室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日

赤壁破产厂房机器设备拍卖公告

根据中共咸宁市委、咸宁
市人民政府《关于咸宁市市级
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咸发
[2019]2 号文件精神，市接待
办与机关事务管理局职责整
合，组建市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不再保留咸宁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原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拟注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421200MB11492615，特
此公告。

咸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9年10月31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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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阳县中医崇阳县中医
院骨伤科院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92019】】（（广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