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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吴静、叶轩报
道：11月15日下午，高投集团第一
党支部、职教投党支部带着水果、糕
点等爱心慰问物资，赴咸宁市社会福
利院及咸宁市儿童福利中心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志愿服
务暨福利院慰问活动，约30名党员
干部职工参加了本次活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为开展好福利
院慰问活动，第一党支部、职教投党
支部全体成员积极筹备文艺节目，
合唱、朗诵独唱等多种形式的才艺
展示，给老人们带来了欢声笑语。

才艺展示结束后，第一党支部

与职教投党支部全体成员带着爱心
物资，来到咸宁市儿童福利中心，听
工作人员讲解院内儿童的基本情
况，并进一步了解了儿童福利中心
在儿童抚育、健康康复等各方面的
情况。随后，志愿者们将带来的爱
心物资进行分发，并带领福利中心
儿童们画画、做游戏，传递高投集团
的爱心和温暖。

本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高投职
工关爱老人和儿童，关心身边弱势群
体，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精神。

高投集团志愿者到福利院开展慰问活动
今年以来，赤壁市交投集团按照中央

和省地市及赤壁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主题教育活动为中
心，把履职尽责与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主体
责任统筹安排，扎扎实实抓出了成效。

集团公司通过举办读书班、召开研讨
会和理论中心组学习集中一周时间，围绕
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理想信念、
党性修养、廉洁自律等方面精心设计专
题，开展交流研讨，沟通心得体会；结合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组织开展了重温一
次入党誓词，重走一次红色之旅，组织一
次扶贫帮困，集中观看警示片等“六个一”
活动，集团上下按照集团安排的学习计
划，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全面推进，通过
应知应会知识测试，使学习教育学深悟
透，把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融入工作中，
集团共举办读书班7期，党委班子开展学
习教育集中研讨交流6次，真正取得实
效。 （周敏）

赤壁市交投集团主题教育活动落到实处

我公司委托湖北谋创环境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年产
3000吨醇酸树脂，8000吨高固
体分防腐涂料，8000吨水性涂
料项目环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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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hjj.xi-
anning.gov.cn/gsgg/zhlgs/
201911/t20191112_1881149.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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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经理，15116225852，
邮箱：196705260@qq.com，嘉
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畈湖
大道。

4、公示时间：2019年11月
12日-11月25日。

湖北探寻涂料科技
有限公司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我公司委托大容环境湖北有限公司

承担湖北文雄生态种猪养殖建设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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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链接：http://sthjj.xian-

ning.gov.cn/gsgg/zhlgs/201911/
t20191118_18832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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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向 阳 ， 13476915666， 邮 箱 ：
1794187012@qq.com，咸宁市崇阳县石
城镇虎爪村。

4、公示时间：2019年11月18日-12
月2日。

湖北文雄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遗
失
声
明

赤壁市直机关幼儿园遗失湖北省学校收费专
用票据一份（保教费发票），编号为（2017）NO：
00734462，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群众艺术馆遗失湖北省行政事
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份，编号：（2017）NO：
00496339，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海运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鄂
L1G717号车辆营运证，证号：421202202297，特
声明作废。

湖北闽泉顺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在银行
留存的湖北闽泉顺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罗进遗失中学一级教师专业资格证，批准文

号：[2000]01号，任职资格时间：1999年 12月12
日，特声明作废。

湖北恩菲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财务专
用章以及法人章（邓世康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1200MA499JX38Q，特声明作废。

朱立遗失温泉好再来餐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22303600140358，特声明作废。

佘 贤 武 遗 失 残 疾 证 ， 证 号 ：
42230119560109701963，特声明作废。

湖北鹤翔工贸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高固体分涂料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登报公示
湖北鹤翔工贸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嘉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业

园，东侧为湖北申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南侧为湖北百源科技有限
公司；西侧与嘉汇大道相邻；北侧为湖北秦岭化工有限公司和湖北
赤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我公司拟投资4000万元，于厂内二期
预留空地建设一座综合楼、两座甲类生产车间、一座丙类生产车
间、两座丙类仓库、四座甲类仓库以及配套污水处理设备。主要构
筑物总建筑面积约为17421平方米，建设两条环氧防腐漆生产线
以及一条水性环氧树脂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生产5000
吨高固体分涂料的生产能力。

2019年11月8日该项目于咸宁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征求
意见稿和公参意见表公示（网络连接：（http://sthjj.xianning.gov.
cn/gsgg/zhlgs/201911/t20191108_1880249.shtml），公众可通
过网络链接查看项目信息并反馈公众意见。

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可填写公众意见表（进入征求意见稿网络
链接下载附件），并采取发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对建设项
目环境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我公司。

联系人：曾少甫 联系方式：19979135982
邮箱：2920782309@qq.com

湖北药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委托
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
《湖北药姑山中医药健康科技产业园（特色小镇）
区域性统一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形成征求意
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4号-2018）有关规定，现对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与
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 接 http://sthjj.xianning.gov.cn/gsgg/
zhlgs/201911/t20191115_1882367.s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自公示日起，公众可到建设单位湖北药姑山

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查阅纸质报告书，地
址：通城县大坪乡草鞋村项目指挥部。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对象为与该项目相关的党政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项目评价范围内的
居民。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
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
地址。

意见提交单位：湖北药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通城县大坪乡草鞋村项目指挥部
联系人：黎文安 联系电话：18972854397
电子邮箱：251971352@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即2019年11月

15日-11月29日。

《湖北药姑山中医药健康科技产业园（特色小镇）区域性
统一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公开

世间万象

随着卫星导航接收机的集
成微小型化，它可以被嵌入到
其他的通信、计算机、安全和
消费类电子产品中，使其应用
领域更加广泛。卫星导航系
统与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融合
是目前导航系统在社会中最
广泛应用的一种方式，如在
MP3、MP4、笔记本电脑、手
机和数码相机等电子产品中
集成导航功能，提供一种基于
位置的服务。

在科学研究上，“北斗”已
用于电离层和中性大气反演以
及气象学研究，卫星跟踪地球
重力场和大气探测，以及航天
器或地球卫星精密定轨、导航
与对接等科学目的，为科学发
展服务。

在水利上，基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的水文监测系统已
建设完成，实现了多山地域水
文测报信息的实时传输，大大
提高了灾情预报的准确性，为
制定防洪抗旱调度方案提供重
要的保障。

在气象观测预报上，一系
列气象测报型“北斗”用户设备
研制成功，提出了实用可行的
系统应用解决方案，解决了国
家气象局和各地气象中心气象
站的数字报文自动传输和可视
化问题……

有关“北斗”应用的例子举
不胜举。当它与云计算等新技
术结合时，其应用“只受想象力
限制”绝不是一句空话。

（本报综合）

物联网是未来社会的发
展方向。“北斗”系统可作为物
联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
用在感知、网络两个层面。这
里我们侧重说说“北斗”在智
慧物流方面的应用。

比如，北京近年来逐步在
物流车辆上安装“北斗”设备，
结合自身的物流大数据，进行
了物流智慧管理。通过对车辆
速度和路线的实时监控，保障驾
驶安全；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地理位置数据，进行数据
分析和挖掘，定制服务线路，
提高物流效率，管控成本，也
让信息更透明。

“互联网+北斗物流”项
目，通过手机货源APP终端，
能让行进中的空货车找到离
自己最近的货源。有了这款
APP终端，包裹能更加及时地
进行运输，早一天开始运输，
就能早一天送达目的地。

此外，国内电商平台还研
制出了“北斗”智能车载终端
及人员佩戴式手环设备等北
斗产品，并接入物流云平台进
行有效运转，能实时掌握和调
度车辆、人员位置、状态和载
货信息，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
配送方案，并根据需求变化迅
速调整。

“只受想象力的限制”

依托大数据实现智慧物流

除了导航，“北斗”还能干什么

“北斗”用于防灾救灾

“北斗”用于农田墒情管理

“北斗”用于精确授时

11月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49颗“北斗”导
航卫星。很多人可能认为，“北斗”的作用就是导
航。其实，“北斗”系统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
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
能。它不仅已广泛用于交通运输、基础测绘和搜
救打捞等领域，还正在金融、通信、电力、工程勘
测、精准农业、资源调查、地震监测、公共安全、应
急救灾、全球搜救和国防建设等许多方面大显身
手。就在刚刚过去的“双11”活动中，北斗也在智
慧物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工程建设的利器
“北斗”系统可为建筑、挖掘、路基、规划设计、物理勘

探、石油钻探和地壳运动监测等许多工程提供高精度定
位，因此能大大提高工程建设的生产力，并提升相关活动
的精度和效率，比传统测量方法的效率高3倍以上。

比如，应用该技术已使道路、桥梁的建设精度达到毫
米级，大大提高了隧道、地铁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的测量
与建设精度，降低了建设成本。“北斗”技术用于公路边
坡、桥梁变形监测后，由于不受通视条件的限制，因而选
点灵活，能根据监测需要，将监测点布设在对变形体的形
变比较敏感的特征点上。

最简单的例子是：盖高楼时，用“北斗”终端可随时测
量楼房歪不歪；在洪灾来临时，用“北斗”终端能及时了解
水坝是否移动；在挖山洞或地铁时，用“北斗”终端就不用
担心从双向往中间掘进时出现错位了，比单向掘进隧道
效率提高50%。

助力精细农业增产
导航卫星的精确定位功能可广泛用于农场规划、田

间测图、土壤取样、拖拉机引导、作物田间检测和播种速
度选择以及肥料、杀虫剂和产量检测系统等。

它能够提升农药、除草剂和肥料使用的精度，同时更
好地控制化学物质的扩散，从而降低成本、扩大产量，创
造环境友好型的新农场，使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作物
增产3%-50%，大大降低农业生产的人力、资金（机器和
设备）和原材料（种子、肥料、杀虫剂、其他化学药品、燃
料、油和电）成本，降低的投入占总成本的1%-50%不
等。据估计，卫星导航技术带动的平均增产可以达到
10%，平均成本能够降低15%。

基于“北斗”的农机作业监管平台，已实现农机远程管
理与精准作业，服务农机设备超过5万台，精细农业产量提
高5%，农机油耗节约10%。

海洋渔业的帮手
渔业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最早也最为广泛的

行业之一。安装了“北斗”用户机，不仅可以为船只导航，还
可以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通信技术，报告船只位置和
船上人员的情况。我国已经有约10万艘出海渔船安装了

“北斗”用户机。
对渔民来说，“北斗”的短报文功能至少有四大好

处。一是与家人联络，满足情感需要。二是与国内市场
联络，打了什么鱼，有多少斤，可以提前通知预售，提高收
入。三是与周边渔船联络，遇险时及时自救和互救。四
是有了准确定位，可以避免打鱼越境的纠纷。

我国已通过“北斗”先后向渔民发送了数万次热带气
旋等危险气象信息警报，救助了多艘渔船、渔民、病人等，
累计救助1万余人，有效避免涉外事件多起，挽回经济损
失上亿元。

金融电力的保障
现在，网络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基础。

然而，在网络条件下的金融服务体系中，时间的同步
是至关重要的，用“北斗”系统提供的精确授时服务
可使现代金融体系实现网络时间同步段，保证现代
金融系统安全运行，因为全国各金融单位的1秒钟
误差，就有可能带来巨额的损失。

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也需要在很大的范围内实
现较高精度的时间同步，这样可实现整个电网高精度
的时间同步，实现同步相位测量、运行稳定性判断、故
障定位、高可靠性的电流纵差保护、继电保护等，从而
提高电力网络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北斗电力全网时
间同步管理系统”投入使用后，结束了我国电力运行
时间完全依赖美国GPS的历史，有效地保障了我国
电力安全和国家安全。

实现防灾救灾实时调度
在紧急救援上，基于“北斗”系统的导航定位、短

报文通信以及位置报告等功能，已实现全国范围的
实时救灾指挥调度、应急通信、灾情信息快速上报与
共享等服务，极大地提高了灾害应急救援的快速反
应能力和决策能力。

2008年汶川地震时，震区通信中断。救援部队
通过“北斗”的短报文功能，让救援部队和指挥部的
联系保持顺畅，从而保证了指挥命令及时下达、灾情
信息实时上报等整个救灾的指挥调度，在决策、搜
救、医疗等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国已把“北斗”技术与井下监测技术相结合，
实现了对井下瓦斯浓度、风机转停等关键参数的实
时监测。我国还将“北斗”引入自动气象站，增强了
自动气象站适应性。

由于“北斗”可实现全国范围的无缝覆盖，具有
定位、授时和短报文等功能，所以为森林防火、扑火
的指挥调度提供了新的技术，有效解决了火场定位、
侦察、引导扑救、后勤保障、损失评估等问题。目前，
全国各地森林防火系统已经配备多台套“北斗”用户
机，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芬兰海岸现数千“冰蛋”

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芬兰一处海岸边
出现了数千颗“冰蛋”。据专家介绍，这种“冰
蛋”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自然奇
观。报道称，这些“冰蛋”覆盖了30米长的海岸
线，当地居民表示，最大的一颗看起来像一个
足球那么大。

博茨瓦纳丘比国家公园，由于角马聚集在
水潭周围喝水挡住了道路，一只羚羊为了追逐
小鸟，展现了令人惊叹的跳跃力——跃过一只
角马。

（本报综合）

羚羊跃过角马追逐小鸟

近日，青岛文化公园管理处采用特别的方
式对树木进行养护。公园以树洞为画布进行油
画创作，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不少网友也
纷纷前往打卡。

青岛文化公园把树洞当画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