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2020年4月10日至2020年5
月12日，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一宗工业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通城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编
号

1

地块
编号

G[2018]
023

土地
位置

通城县石南
镇樊店村、
牌合村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3224M²
（34.8亩）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
密度

≥40%

绿地率

≤20%

起始价
（万元）

416.13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416.13

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供地规划条件以地块挂牌文件和最
终审批的具体供地规划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

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
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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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国土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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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意向竞买人

可于2020年4月10日起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查询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11下午16时，挂
牌起始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8时整，揭牌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9时。
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网上交易系统限时5分钟在线询问，有竞买人在此
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限时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
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

六、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办理CA数字证书，办理流程
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详见《数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地址：咸宁市体育路希望巷175号
咨询电话：15629968858、15971562219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详细阅读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查询网址：湖北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219.139.108.3/

GTJY_HBXN/
中国土地市场网 www.landchina.com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715-4818356、13339870488
八、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更或补充，以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

布的网上挂牌补充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4月10日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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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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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通山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0年4
月10日至2020年5月10日，在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通山县P
(2020)002号共6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
联合申请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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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通山县范围内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行为未
及时缴纳的；存在闲置土地及其他违法用地行为未
及时纠正的；被政府相关部门列入联合惩戒黑名单
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地块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
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成交价
不含征地成本、契税、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等政府其
他部门、单位收取的规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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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网
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缴
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都可以参加网上挂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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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网上交易系统操作说明》和《通
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
有意竞买人可登陆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
系统 http://219.139.108.3/GTJY_HBXN/#查

询。申请人可于2020年4月10日至2020年5月7
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
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挂牌交易时间和地点
本次网上挂牌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0年5月7日16时。网上报价时间为：2020年4
月30日上午8时到2020年5月10日上午10 ：50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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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通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本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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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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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咨询电话 ：
13797235676

联系人：徐先生
网上技术服务及咨询电话：0715—8126510

联系人：刘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15971562219 联

系人：周女士
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通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4月10日

宗地编号

P(2020)
002- Ⅰ号
P(2020)

002- Ⅱ号
P(2020)

002- Ⅲ号

P(2020)
002- Ⅳ号
P(2020)

002- Ⅴ号
P(2020)

002- Ⅵ号

土地位置

通山县黄沙铺镇下陈
村下邓公路南侧

通山县大路乡界水岭
村孔雀山庄内

通山县大路乡吴田村
（县经济开发区横二
路以南、文明路以东）
通山县通羊镇石宕村

和宋家桥村
通山县通羊镇石宕村

和宋家桥村
通山县通羊镇石宕村

和宋家桥村

土地面积(㎡)

974.3
（约4.46亩）

7278.37
（约10.92亩）

6025.9
（约9.04亩）

14106.5
（约21.16亩）

10589.8
（15.88亩）

2751.2
（约4.13亩）

土地
用途

商业

商业

商住

住
宅

商住

商业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7～1.0

1.3～1.5

2.5～3.0

2.2～2.5

2.2～2.5

0.3～0.7

建筑密度

≤20%
≤37％
20％～
30％

≤35％
25%～
35％

15％～
25％

绿地率
≥ 10%

≥30％
≥
30％

≥30％
≥30％
≥10％

出让年
限(年)

40

40

商40
住70

70

商40
住70

4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74

221

425

430

360

190

挂牌起始
价 (万元)

74

221

425

850

715

190

湖北省通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通土网挂[2020]002号

本报讯 4月7日，市生态环境局
印发《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实施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正面清单的通知》，进一步创
新环评管理方式，以简化环评审批程序
方式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建设。

据悉，自2018年以来，市生态环境
局持续深化环评审批制度改革，探索推
出环评“零审批”、告知承诺制审批等多
种措施，为项目建设前期环评手续办理
减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咸宁高新区
20余个建设项目被豁免于环评手续，全
市65个建设项目报批后当场取得环评
批复，全市环评审批时间实现大幅压减。

为做好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期间
审批服务保障，进一步便利项目开工建
设，市生态环境局对前期改革措施成效
跟踪及评估，进一步拓展环评审批制度
改革试点行业类别，形成“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正面清单”。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正面清单”分
为“豁免审批清单”及“环评告知承诺制
清单”两部分。“豁免审批清单”根据原
咸宁市高新区试行“环评零审批清单”

试行经验，豁免18大类46项类别项目
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和环境保
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并推广至全市范
围实施；“环评告知承诺制清单”新增37
类环境影响总体可控、受疫情影响较
大、就业密集型等民生相关的部分行业
纳入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全
市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实现环评批复

“立等可取”的建设项目达到60类。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正面清单”实

行时间原则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局将积极引导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正面清单”相关项目享受便利政
策，并提前介入，指导建设单位优化选
址选线、生产工艺和生态环境保护设
施、措施。同时，将对存在环境违法行
为或不履行承诺的建设项目予以严肃
查处，彰显守信践诺价值。

（陈琦 明聪）

环保进行时

市生态环境局制定环评审批正面清单

全力推动项目开工建设

遗失声明
张满意遗失赤壁市学之助商行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22302700014176，特声明作废。
通山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遗失咸宁

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美骏综合门诊
部开具的发票一张，发票号码：55518197，金额
8400元，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泰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咸
宁市咸安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花坛信用社开户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5360000175304，账 号 ：
200155112210109，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天天红鞋城遗失行政公章、财务专用
章以及法人章（胡望兵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21223MA4APBEK25，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湘鄂蒸菜馆遗失行政公章、财务专用
章以及法人章（胡静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21223MA4ANNT9XA，特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北万龙置业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81576958019Q）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减至
人民币1000万元，请债权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逾期不提出
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万龙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0日

减资公告
湖北恒隆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81309719566H）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减至
人民币100万元，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逾期不提出的
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恒隆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
2020年4月10日

新冠病毒从 3 月初在全球开始暴
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截至
北京时间4月6日16时，全球新冠死亡
病例达到 67594 例。随着病毒的蔓延，
有网友表示，现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恐怕就剩下国际空间站了。在一般人
看来，国际空间站似乎是一个远离尘世
的净土，是人类处于太空中的一个“世

外桃源”。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虽然在漫长

的生物进化史上，人类在与天花、脊髓
灰质炎、鼠疫、霍乱等疫病的交锋中，总
是占据上风。但是有专家表示，在太空
的微重力环境、宇宙射线辐射等因素加
持下，病毒、细菌等微生物有更多的可
乘之机，宇航员“中招”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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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企业捐赠价值25万元防疫物资

助力我市学校复学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余茹报道：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社会各界纷纷驰援学校，4月
3日又有一批捐赠防疫物资顺利抵运我市教育局，
为缓解学校疫情防控和复学所需物资需求作出了重
要贡献。

“这批免洗洗手液来得很及时，捐赠的防疫物资
解决了学校疫情防控的燃眉之急，为下一步复学工
作提供了有力支持，感谢爱心企业的捐赠。”3日，市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厦门立达信照明有限公司携手湖北盟
道公司本次共计捐赠了价值25万元的防疫物资。
市教育局在对热心社会企业的公益善举表示感谢的
同时，表示将严格按照规定分配和使用，将企业的爱
心捐赠用于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疫情防
控工作之中。

科教观潮

不过，纵使病毒花样再多，人类也总
有破解它们的招数。

“为了防止地球的病毒被带上太空，
航天器在建造、测试、运输和发射前，要保
持环境的绝对洁净，必要时还要进行干热
灭菌、辐射灭菌等微生物的消杀处理，以
火星等可能存在地外生物的星球为目标
的探测器，就是这样进行微生物防护的。”
徐侃彦说。

如果航天器的构件以及里面的空气、
食物和水没有受到污染，那么剩下的感染
源就是宇航员了。徐侃彦介绍，为避免病
毒被带上太空，在宇航员执行太空任务之
前，还会对其进行医学隔离和检疫，确保
他们不携带活性病毒升空。

即便微生物侥幸被带进了太空，它们
想生存下来，也需要逃过人类的各种围追
堵截。据资料显示，国际空间站在轨期
间，宇航员会定期对舱内表面进行微生物
检测、清洁和消毒。航天器内的高效过滤
膜会帮助清除舱内空气中的微生物，而水
系统中的微生物，主要通过在水中添加银
离子或碘离子清除。

在确保病毒不被带上太空的同时，宇

航员结束太空任务返回地球后，一般也需
要经过2—3周的医学隔离。

“目前，太空中没有发现独立于宿主
存在的病毒，所以不用太焦虑。不过，火
星是地外星球中，最可能存在地外生物
的，因此，未来的载人火星探测活动一定
要注意保护宇航员和地球不被地外生物
污染。”徐侃彦说。

今年4月，国际空间站将面临宇航员
轮换，NASA正采取严格措施防止新冠病
毒进入空间站。据NASA消息，4月9日，
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将
飞赴国际空间站。这3名宇航员在进入太
空前要经历特定的“健康稳定化”步骤，其
中包括为期两周的隔离期。NASA已采
取“增强版”安全措施，尽可能减少参与火
箭发射与返回舱回收的工作人员数量，所
有与宇航员接触的工作人员必须先经过
严格的医学隔离。

NASA医疗工作人员巴茨马诺娃说，
各国航天机构一直致力于防止任何病毒
进入国际空间站，“考虑到增强的安全措
施，新冠病毒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 （本报综合）

想在太空作恶没那么容易

地球疫情暴发情暴发
逃到太空就真的安全了空就真的安全了？？

和地球上一样，国际空间站上也有大
量的微生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在对空间站内的微生物进行分类
时，发现了包括葡萄球菌、肠杆菌、芽孢杆
菌和红酵母等四大类微生物群落。科学
家们指出，在办公室、健身房和医院等普
通地球环境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细菌，因此
空间站与人类经常光顾的其他“人造环
境”其实较为类似。

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微生物中，主
要存在的致病细菌包括葡萄球菌、链球菌
和微球菌等，其中，表皮葡萄球菌和人型
葡萄球菌可引起皮肤感染及内脏组织器
官感染；而链球菌中的肺炎链球菌易使宇
航员患上肺炎；变型链球菌主要存在于人
体牙斑中，是造成宇航员牙齿疾病的主要
致病菌。此外，部分微球菌会寄生于人体
皮肤、咽部和眼睛，当宇航员抵抗力下降
时，会引发脑膜炎、败血症、关节炎等。

1970年，NASA发射了阿波罗13号，
宇航员海斯在返回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尿

路感染，后来发现病因是铜绿假单胞菌感
染。另有研究显示，1995年3月至1998年
6月期间，某空间站发生了多次微生物感染
宇航员事件，有宇航员患上了结膜炎、急性
呼吸衰竭和口腔感染。2018年，NASA在
对国际空间站带回的肠杆菌样本进行检测
后发现，它们与地球上的某些肠杆菌在基
因组成上十分相近，而后者已被证实了对
免疫力低下者具备极强的感染能力。

除了威胁宇航员的身体健康外，微生
物对空间站和宇宙飞船的结构材料也形
成了破坏。“和平”号空间站结构材料被微
生物腐蚀，形成了一个2毫米的凹陷；“联
盟”号飞船舷窗曾因霉菌的生长使能见度
降低、光学性能下降。

“一项在空间站上对某舱段的材料微
损伤早期症状进行的调查显示，在30处发
生材料微损伤的位置上，有超过一半是由
微生物污染引起的。”航天神舟生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空间微生物实验室主任徐
侃彦表示。

微生物在空间站曾劣迹斑斑

在人体的肠道、肺部、皮肤等组织部
位存在大量的共生微生物，包括细菌、病
毒和真菌等。这些共生微生物已经成为
人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跟人和平相
处。

而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微生物和宇
航员都面临着全新的环境。“一些在地球

上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微生物，在太空
中可能就会转变为致病微生物，对宇航员
的安全造成威胁，严重时甚至会导致任务
无法正常进行。”徐侃彦说，微生物在太空
中会因为受到环境压力而发生各种变化，
空间辐射会导致微生物发生变异，空间微
重力还会使微生物发生一些生理生化特

性的改变，例如毒性、致病性和抗药性会
增加。

此外，在太空中，人体的免疫功能也
会下降，这在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系统
中都有所体现。在地面模拟失重效应的
实验以及太空中进行的实验里，实验动物
的淋巴器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这
是导致免疫力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东南大学医学院免疫学教授王立新
进一步解释说：“免疫细胞在人体内就像
一支流动的军队，它们在骨髓、胸腺、脾脏
和600多个淋巴结之间通过血流和淋巴流
移动，哪里有病毒入侵，它们就冲到哪里
战斗。但是，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免
疫细胞流动的微动力会发生变化，可能会
影响免疫细胞的发育，对免疫细胞的移动
和分布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不过，在徐侃彦看来，太空中宇航员
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除
了微重力等空间环境因素造成的生物学
效应之外，工作压力大、生物钟紊乱、睡眠
质量下降、孤独等主观因素，都可能导致
宇航员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从而导致其抵
御病原微生物侵袭的能力下降。“有一些
病毒在人体内看似休眠，主要是因为受到
免疫系统的压制，而不是真正的失活，一
旦在太空飞行期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它
们就可能被唤醒。”

综上所述，“宇航员如果在太空感冒
发烧，后果会比地面更严重，感冒的传染
性使密闭空间中的其他宇航员更容易被
传染；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使感冒更难自
愈；感冒病毒在空间站一旦发生变异，传
染性和毒性可能更强。”徐侃彦说。

平时人畜无害的病毒一上天就变脸

一些在地球
上不会对人体产
生危害的微生
物，在太空中可
能就会转变为致
病微生物，对宇
航员的安全造成
威胁。

湖北科技学院

向学生征集抗疫作品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田丽报道：“一幅幅

静态的摄影，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记录着交警、医
护人员、社区志愿者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身影
……”8日，记者采访湖北科技学院看到，该校马克思
主义学院正开展“青春抗疫”系列作品征稿活动。

“在育人上，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
行。”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学校积极
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如火如荼展开线
上教学，并向线上学子发出了“同上一堂思政课”学
习成果展和“青春抗疫”的征文活动，引领学生上好
这堂特殊而又鲜活生动的“思政大课”，

活动一经宣传，同学们踊跃创作。截至目前，共
收到186篇征文、34副手抄报或绘画、11首战“疫”诗
词。后期，该校“揽月湖畔思政说”微信公众号将陆续择
优刊发学生作品，表达对一线工作者们最崇高的敬意。

市实验小学

线上征集学生居家画作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熊梅报道：同学们

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老师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讲着《那
一定会很好》，操场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同学们你
追我赶争夺对方球门的第一脚……近日，疫情过后
的一副副美妙画卷在市实验小学的家长群里展开。

市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月的宅家学
习，疫情过后孩子们肯定有许多想做的事情，如上
学、郊游、看看武汉、致敬英雄、感恩云南有情之士
等。所以学校通过线上征集学生居家时画作的形
式，希望孩子们通过画作倾诉对校园的思念之情，描
绘昔日同学一起玩耍游乐的场面。

该负责人表示，学校将设立专区，将此次收集上
来的优秀的画作进行线上线下展出，以此鼓励孩子
们动手记住这场抗疫背后的故事。

鄂南高中

举行线上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李先卫报道：近日，

鄂南高级中学各团总支、团支部在校团委的组织下
开展了“学总书记回信 话青春担当”线上主题团日
活动。各团总支、支部纷纷响应，线上进行了重温入
团誓词、分享疫情先进事迹、畅谈心得体会等系列活
动，掀起学习热潮。

记者看到，鄂南高中的广大学子，有的拿起了画
笔、有的创作了诗歌、有的写下了文字，纷纷用自己
的方式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展示了新时代青年
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据悉，此次活动源于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
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一封回信，旨在进一
步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和
引领广大团员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