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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2月3日上午10时在赤

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会议室对赤壁市蓝天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位于赤壁
市陆水湖办事处泉门口路蒲纺工业园内一处资产
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概况：
位于赤壁市陆水湖办事处泉门口路蒲纺工业

园内一处资产：1、12处房产，总建筑面积3140.83
平方米（其中有证房屋面积710.94平方米，无证房
屋面积2429.89平方米）；2、一宗工业用地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面积约为8104.21平方米。竞买保证
金：20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2020年1月16
日至1月19日，在标的物所在地公开展示，有意竞
买者可自行查勘标的现状。

三、竞买登记：竞买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20
年1月24日16时前交纳20万元竞买保证金（以实
际到账时间为准）到指定银行账户。并持有效身份
证明、竞买保证金交款凭证等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一楼服务大厅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

四、联系方式：
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备注：
1、以上标的物以现状拍卖，土地使用权面积和

建筑面积仅供参考，以实测后登记发证为准，面积
如有误差，拍卖成交价和交易服务费不作调整。

2、有意竞买者，请应于2020年1月23日12时
前向赤壁市蒲纺工业园管委会提交有效证明，经过
资格预审后才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
弃对本标的物参与资格。

3、其他注意事项具体见《拍卖文件》。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0日

湖北鹤翔工贸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高固体分涂料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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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主要从事化学
品销售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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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吨环氧防腐漆以及2000吨水性环氧树
脂涂料的生产能力。

湖北鹤翔工贸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高
固体分涂料扩建项目原名为年产 5000 吨高
固体分涂料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分别于
2019年8月29日及2019年11月8日在咸宁
市环保局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并于2019年12
月15日通过了专家评审会议。现由于环评
单位编制人员调动、项目备案名称调整，但项
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未发生变化，建设单位重
新委托黄冈翱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

进行环评修改完善。
黄冈翱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

12月20日接受委托，在重新踏勘现场和进行
资料整合后，于2019年12月25日在咸宁市
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了一次公示，并在一次
公示时间内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2020年1
月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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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gk/hjjgxxgk/
hpsp/spgs/202001/t20200108_190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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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启用新版湖北省纸质财政票据的公告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启用新版湖北省纸质财政票据及统一

湖北省财政电子票据式样的通知》（鄂财综发[2019]22号）要求，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版纸质财政票据启用时间
新版纸质财政票据自2020年1月1日正式启用。
二、新旧票据更换期限
市直各用票据单位务必于2020年1月15日前到市财政局

非税收入管理局（咸宁大道45号市财政局办公大楼14楼）核销
改版和取消的财政票据。领取新版湖北省纸质财政票据。

三、联系方式
0715－8273653 张 涛 0715－8273652 石训宇
特此公告

咸宁市财政局
2020年1月8日

延期公告
我公司于2019年12月25 日在咸宁日报刊登的《拍卖公告》，现因故

延期到2020年1月16日（星期四）下午15：30时举行，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日

遗失声明
湖北咸宁联大劳动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

专用章以及法人章（李志刚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2MA490BPYX8，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永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
用章以及法人章（李志强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2MA489APC57，特声明作废。

胡佑华遗失于2016年1月25日办理的抵押权登记，他项权证号：
10018694，特声明作废。

咸安区江南汽车维修中心遗失中行岔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360001748901，账号：558673362404，特声明作废。

刘良秀（身份证号422301193307080516）遗失老伴黄秀珍（身份
证号42230119350806052X)(已逝）咸土资城国用（2008）号第0379号
土地证及咸房证字第0043号房产证，特声明作废。

2020年，还有一些天象虽然没有
日食瞩目，也没有流星雨浪漫，但也不
容错过，比如超级月亮与半影月食，各
种合、外行星冲，以及内行星大距。

“超级月亮并不是一个天文学概
念，而是美国占星师理查德·诺艾尔
1979年提出的名词，最近几年随着媒
体报道才逐渐火起来。”胡方浩说。

超级月亮其实就是满月位于近
地点附近的现象。由于月球以椭圆
形轨道绕行地球，月球和地球间的距
离不断变化，因此满月发生时月亮离
地球越近，人们看到的满月也就越
大。

超级月亮其实并不罕见，每年
均会出现。2020年将会出现3次超
级月亮，分别在3月 10日，4月 8日
和5月7日。

“半影月食是指月亮环绕地球运
行过程中，月球进入地球半影，地球挡
住了一部分太阳照向月球的光，月球
看上去要比平时昏暗一些。”胡方浩介
绍说。

在半影月食发生的过程中，只有
半影月食的食分大于0.7时，肉眼才可
以察觉到。

在太阳系中，我们把地球与太阳
之间的行星称为内行星，即水星和金
星；把地球绕日运行轨道之外的行星
称为外行星，包括火星、木星、土星、天
王星和海王星。

外行星冲，是指地外行星运行到

与太阳、地球形成一条直线的位置。
一般来讲，此时行星最亮，也最适宜观
测。2020年将有木星冲、土星冲、海
王星冲、火星冲、天王星冲发生。

内行星大距，则是从地球看出去，
水星或金星与太阳处于最大夹角的位
置。由于距离太阳太近，水星和金星
经常被湮没在太阳的光辉中，可观测
机会并不多。只有等到内行星和太阳
的角距达到最大，此时行星距太阳较
远，受太阳光的影响最小，就可以清晰
地观测水星和金星。内行星在太阳东
边称“东大距”，在太阳西边称“西大
距”。

合即是指两个或几个天体看上去
靠得比较近，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比
如，4月 15日—16日将发生三星合
月，即木星、土星、火星三星同时与月
亮“亲密接触”。12月22日傍晚17:
26分，木星合土星将出现在西南方天
空。

“总的来说，2020年最值得期待
的天象就是日环食，而其他天象也不
容错过，公众和天文爱好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观测时机，记
录下美好的时刻。”胡方浩说。

(本报综合)

超级月亮与半影月食轮番上演

科技 察观
◢

阔别八阔别八年的日环食领衔年的日环食领衔
20202020年天年天象好戏精彩连台象好戏精彩连台

近日，2019年最后一场日食天文大
戏，在各社交网络纷纷刷屏。

此次日食为日环食，令人遗憾的是，
环食带位于赤道附近，在我国境内无法
看到完整的日环食，只能观测日偏食。

不过，错过这场日食的朋友也别难
过，据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预
报，今年6月21日，会有一场“夏至日环

食”穿过我国境内，西藏、四川、贵州、湖
南、江西、福建、台湾等地的天文爱好者
有望一睹日食这一奇景。

那么，除了日食，2020年还有哪些
奇特的天象呢？天文爱好者该如何观测
这些天象？观测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近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程师
胡方浩接受了记者采访。

“2020年最有看点的天象，就是6月
21日的日环食了。”胡方浩介绍说，上一
次我国出现日环食还是2012年，因此今
年的日环食还是非常值得期待。

当月球运动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时，
如果三者正好处于一条直线，月球会挡
住太阳照射到地球的光，太阳部分或全
部被月球遮挡的现象被称作日食。

月球被太阳照射会在背向太阳的方
向出现阴影，称作月影。而月影又分为
本影、半影和伪本影。本影指没有受到
太阳光直射的地方，在空间上其实是个
圆锥形，故称作本影锥。半影指只受到
部分太阳光直射的区域。而伪本影指本
影锥汇聚一点后继续延伸所得到的椎
体。

根据观测者位于月影的不同位置，
观测者看到的日食分为三类，即日偏食、
日全食和日环食。

月球在一个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运
动，因此月球到地球的距离是在变化的，
时远时近。当月球离地球较远时，本影
锥不能到达地球，月球本影锥延长所形
成的伪本影锥扫过地球的部分区域。此
时，从视觉效果来看，月球要比太阳小，
因此从处于伪本影区的地方看太阳，能

看到一个中心被遮挡、周围发光的光环，
即日环食。

据胡方浩介绍，这次日环食带从刚
果民主共和国北部开始，经过中非、南苏
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红海、也
门、沙特阿拉伯、阿曼、巴基斯坦、印度、
中国，在北太平洋西部结束。

非常幸运的是，日食带穿过我国西
藏、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台湾等
地，这些地方的公众可以观赏难得一见
的环食奇景，而其他地区只能看到日偏
食。

“我们只需要戴上专用观测镜就可
以用肉眼观测日食，如果想把日食的景
象 记 录 下 来 ，可 以 用 普 通 相 机 加
200mm—400mm长焦镜头，配上减光
镜即可拍摄。”胡方浩说。

对于大众来说，日食是值得欣赏的
天象。对于天文学家来说，日食的科学
观测价值也很大。

由于月球的遮挡，使得原本难以观察
的太阳外层——日冕层得以露出真面目，
对于太阳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科学家
还会通过射电波段进行观测，即使是日偏
食、日环食也可以获得色球和日冕大气各
层次和射电局部源的重要信息。

日环食年中亮相天幕

超级月亮其实并不罕见，但壮丽的景象还是能够吸引大众的目光。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曾经一首《流星雨》打动了多少青
年男女的心，在流星雨下悄悄地许个
愿成为很多人的梦想。

其实，流星雨并不少见，想要做个
“追星”的粉丝必须得踩准时间。胡方
浩告诉记者，2020年大大小小的流星
雨有10多次。

“1月4日16时38分的象限仪座
流星雨，8月12日21时02分的英仙
座流星雨，12月14日8时35分的双
子座流星雨，被称为北半球三大流星
雨，这三场流星雨每年的流量都比较
稳定，值得大家期待。”胡方浩说道。

所谓流星雨，就是太空中一些彗
星或小行星在轨道上解体留下碎片，
当地球穿过碎片时，这些碎片与地球
大气层剧烈摩擦发光，生成一颗颗的
流星。从地面看去，这些流星像是从

天空中一个点辐射出来的，这个点被
称为辐射点。辐射点所在的星座，就
是不同流星雨名字的由来。其实，流
星雨与这些星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虽然一年中流星雨出现次数如此
频繁，但是要获得较好的观测效果，并
不容易。这里就要提到一个专业名词

“每时天顶流量”，以英文ZHR表示。
它的意思是，当辐射点出现在天顶的
时候，在肉眼能看到的6.5等星情况
下，每小时可能看到的最大流星数目。

根据预测，上述三大流星雨达到
极大时，象限仪座流星雨每时天顶流
量为120，英仙座流星雨为100，双子
座流星为 150。以双子座流星雨为
例，当辐射点出现在天顶且观测条件
非常好，那么每小时能看到的流星为
120颗。当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
上述流量很难达到最大，所以我们很
难看到“最好”的景色。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满足“追星”粉丝

上半年教师资格证笔试

网上报名昨日开始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余茹报道：近日，记者从市教

育局获悉，我省2020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已于
9日正式启动。

根据《关于2020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务相关事项的
通知》（教试中心函〔2019〕179号）和《关于做好2020年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鄂综考〔2019〕17号）相关规
定，我省2020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网上报名时
间为1月9日9:00至12日16:00；报名审核时间为1月9日
9:00至12日17:00；网上缴费截止时间为1月12日24:00；
考试时间是3月14日。考生可于2020年4月16日起，登录
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笔试成绩。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等学科的通知》（教师司函
[2017]41号）文件要求，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初中、高中、中职文化课类别面试增设“心理健康教
育”“日语”“俄语”学科,以上三个新增学科的笔试科目三《学
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结合面试一并考核；小学类别面试增设

“心理健康教育”“信息技术 ”“小学全科”学科。

通山县梅田小学

贫困学子穿上爱心棉袄
本报讯 通讯员余茹、黄重荣报道：近日，几个巨大的包

裹被快递员送到了通山县梅田小学，引来众多学生围观，原
来是梅田小学校友阮望平女士为母校贫困学子捐赠冬衣送
来了温暖。

据悉，梅田小学校友阮望平女士在外经营服装公司，一
次偶然的同乡聚会中得知寒冬已经来临，梅田小学还有部分
家庭困难的学生只能穿着单薄的衣服上学，内心十分心疼，
立即联系学校并邮寄了几十件御寒的冬衣到学校，捐赠给学
校贫困家庭子女，帮助他们过一个温暖的寒冬，并鼓励孩子
们好好学习。

梅田小学的众多贫困学子穿上崭新的爱心棉袄，露出灿
烂的笑容。六（2）班受捐赠的学生邓莹感动地说：“这件衣服
真暖和！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以后长大做一个和阮阿
姨一样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组织学生进行口语考试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严辉报道：6日，咸宁实验

外国语学校一楼的合班教室一片暖意，书桌被整齐排成一
排，一年级101班的孩子们正在进行口语考试。

“有点紧张，但是却很兴奋。”就读该校一年级的小朋友
周婷正手拿试题备考，下一个考试的就是她。

“每个考官手中一个考试袋，里面装着有七套口语测试
题，十张必背课文检测单，还有已经整理好的每个班宝贝的
分组名单。”现场正在忙碌的陈霞老师介绍道，本次考试在合
班教室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形式。同时，教务处会对考试
进行巡查，确保本次期末考试的透明、公平、公正。

该校副校长杨斌斌介绍，该校开展此次口语考试活动，
目的是为了提升孩子们的口语表达能力。“这是一年级孩子
进入校园后的第一次考试，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
肯定，完成自信心的塑造，这对于一个刚刚步入校园的孩子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开展水果品尝会
本报讯 通讯员周雷梅、钱婷报道：近日，为了让小班幼

儿多感官的认识并喜欢各种水果，体会与同伴分享的乐趣，
市交通实验幼儿园小班年级开展了一场“水果品尝会”。

孩子们从家里带来了许多种类丰富的水果，有红彤彤的
火龙果、甜滋滋的菠萝蜜、扎手的榴莲……活动中，孩子们通
过看一看、摸一摸、尝一尝、闻一闻的方式与各种水果亲密接
触。

据悉，本次“水果品尝会”从果园采摘、超市选购到水果
沙拉的制成，孩子们均全程参与。通过此次活动，希望让孩
子们更全面地了解各种水果，体会到分享的乐趣，为今后与
同伴友好相处、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