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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8 年斩获国家级奖项
—— 看赤壁市实验中学如何推进科技创新教育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省教育厅领导

督查我市学校复学工作

钱建军

少年强则国强，科技兴则国兴，青少年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他们的科学素养关系到祖国科技的进步
与发展。近日，关于推荐赤壁市实验中学科技创新教育先进经验的相关文章登上了《学习强国》平台，引发了
众多网友的热议。4 月 22 日，记者走进了赤壁市实验中学。

科技创新结出硕果
“戴口罩如何防止眼镜起雾”
“口
罩 紧 缺 情 况 下 ，消 毒 后 能 否 反 复 使
用？”围绕这场影响全国的疫情，赤壁
市实验中学的孩子们提出了一个个
“脑洞大开”
的问题。
“这是我们给孩子布置的科技创新
作业。
”
赤壁市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黄新
阶介绍，
近年来，
该校围绕立德树人的要
求，
创新观念，
创新机制，
创新方法，
坚持
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
培养学生学
习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记者走进赤壁市实验中学校史
馆，迎面而来的，就是摆放整齐一整排
的水晶奖杯和玻璃橱窗里的各色牌匾。
“这都是孩子们获得的荣誉，我们
已经连续 8 年获得国家级奖项！”黄新
阶自豪地表示。
近几年，在老师和学生的不断努
力下，该校取得了可喜成绩。100 余篇
相关方面的教师论文在专业报刊发
表、80 多篇教师论文获奖、90 余篇学
生科普习作在《发明与创新》等期刊发

表，多项学生发明获国家专利，200 余
件学生科技创新作品获中国科学院、
科技部、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厅、湖北
省咸宁市人民政府、湖北省赤壁市人
民政府等多家单位的嘉奖，8 件作品相
继荣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
二、三等奖和“周培源青少年科技创新
奖"创新专项人才奖”。
湖北省赤壁市实验中学也先后被评
为全国科技教育创新学校、湖北省科技
创新学校、
湖北省科普示范学校。

创新教育搭建平台
“学校应创新教育观念，人人都有
创造力。
”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学生的
潜能和创造力是无限的，
学校应积极营
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
激发孩子们对
科技创新的兴趣；
教师应鼓励学生时刻
保持
“我能行”
“我最好”
的学习状态，
给
学生以信心，
让他们主动积极创新。
该校学生李辉、戴昕、李晶的学习
成绩在班上并不冒尖，处于中等，但他
们敢于创新，他们的科技小论文获得
全国第 25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

奖和全国仅有 10 个名额的周培源青
少年科技创新奖。
“将科技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中。”
科技创新与日常教学并不是割裂开来
的，该校主要将课堂中的知识进行延
伸，扩展开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
习，同时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达到科技创新与学业的共振，让二者
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一般的课堂学习是接受学习，科
技创新是发现学习。”该校教师改变教

学方法，变“课堂”为“学堂”，引导学生
进行探究性学习。
学校要求，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引
导学生为教材“挑刺”，培养其质疑精
神，鼓励学生多观察生活的本质现象，
引导学生全员参与科普作文、科普画
创作。同时，辅导老师利用课外时间
和学生一起做实验，培养学生动手能
力。此外，学校搭建比赛平台，对优秀
作品进行重点支持，增强学生科技创
新的信心。

教育

热点

活动，
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引导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进行科
普习作和社会调查等。
以课堂为阵地，将科技活动进行
普及。创建"艺术节”
“ 第二课堂”
“创
新大赛”三个平台。科技文化艺术节
上，开展科技魔术、科技小品、科技相
声、科技舞台剧等，内容丰富、形式新
颖，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科技无处不
在的魅力；第二课堂则是因地制宜组
建各类科技小组，鼓励学生由课内走

鄂南高中

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李先卫报道：为进一步提
升高三全体师生的疫情防控意识及知识技能，开展爱国、
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帮助高三学生正确认识疫情并
更好适应疫情期间的学习生活，5 月 6 日下午，鄂高高三年
级开展了
“开学第一课”活动。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开学第一课活动采用网上钉钉直
播的方式进行，33 个班的高三年级学生坐在教室通过大屏
幕收看“开学第一课”有关教育视频，学习逆行英雄们的先
进事迹，科普新冠肺炎防控知识，进行生命与健康主题教
育。同学们也纷纷畅所欲言，表达战胜疫情的信心。
鄂高相关负责人表示，
“学习生活来之不易，
特殊时期人
同此心。希望同学们，
健体魄守规则，
做好自我防护，
学校和
家长也将凝聚合力、
同心战疫，
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

嘉鱼一中

1082 名学生复课

创新活动形成常态
“从 1987 年尝试性地鼓励学生发
明小创作到现在，30 多年的时间里，我
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机制。”该校相关
负责人介绍。
把科技创新当成一把手工程来
抓。学校把科技教育纳入了整体教学
计划，设立学习机制，积极制订创新活
动计划、方案、细则，
建立青少年科技创
新活动基地，构建青少年科技活动网
络。以科普作文、科普画为科技创新活
动的起点,引导学生开展自然科学创新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余茹报道：5 月 6 日，省教育
厅领导来我市对学校复学及安全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副市
长刘复兴陪同。
省教育厅领导一行先后来到东方外国语学校以及鄂
南高中进行开学视察，认真询问了学校防疫情况和开学工
作是否顺利，详细体验了校门前体温检测点、学校食堂、学
生宿舍、教学楼等地，了解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流程、学生就
餐以及各环节防控工作。并听取学校领导对复课情况的
汇报。
省教育厅领导对我市各学校的疫情防控和复学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学校要严格按照省市要求规范操作，
全面摸排师生健康情况，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指导。要认真
履行安全职责，加大隐患自查自改力度。要开展卫生大扫
除活动，
加强学生防疫知识培训，
上好复学后的第一课。

向课外；同时，借助相关赛事，鼓励学
生参与地市、省级、国家级比赛。
面向全体，做到“全员参与”。该
校将科技创新活动纳入教师工作量化
考核;全员参与和重点培养相结合，学
生提问与教师选题相结合，实践操作
与逻辑思辨相结合，让学生在获得快
乐的同时，也逐渐养成科技创新的习
惯，学会创新的方法。该校还聘请校
外专家学者做兼职辅导员，给学生题
词和答疑。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卢建、李思奇报道：6 日
是全省高三开学的第一天。一大早，在嘉鱼一中，记者看
到，学校大门口的检测通道排满了前来报到的高三学生。
“得到通知上学时间后，特别激动。”该校高三（四）班
学生廖庆告诉记者，她和其他同学一起分批进校，在测量
体温后，
还扫取了健康码才进入校园。
这天上午，该校 1082 名高三学生，全部顺利入学。
廖庆的班主任朱全意老师介绍说，为保证安全，学校
将每个班级一分为二，确保每个班级人数不超过 30 人，同
时将学生座位拉开间隔，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学生一日
三餐都在学校内吃，
由老师提前一天在微信群收集学生点餐
信息，
第二天在食堂直接取餐，
以防控标准严格安排一人一
座，保证学生有序、安全就餐。

咸宁外校

北京科技大学对口帮扶湖北科技学院

举办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两校签订
“一帮一”
帮扶行动协议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为贯彻落实国家帮扶湖北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北京科技大学对口支援
湖北科技学院毕业生。4 月 27 日下午，
两校线上签订了就业创业工作“一帮一”
帮扶行动协议。
湖科党委书记田辉玉介绍，
“一帮一”
行动是该校做好今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提升学校就业创业工作水平的契机。
目前，北科大已对该校共享了就业创业指
导课程、生涯教育课程。下一步，该校将
举全校之力，搭建两校的交流平台，建立
共享工作机制，统筹推进帮扶行动方案的

顺利落实。
在活动现场记者获悉，北科大在就业
宣传平台已设专区发布湖北地区就业信
息。北科大将以
“稳就业”
、
“共成长”为帮
扶核心，帮助湖科建立健全毕业生精准就
业信息对接、精准就业指导、精准就业帮
扶、精准就业管理等服务机制，逐步完善
云平台就业服务工作体系。两校将联合
举办 6 场线上双选会，
共享企业招聘信息，
分享就业基地建设和就业市场拓展经验。
两校将就疫情防控期间
“无接触学生
服务”模式，就业工作信息化服务经验，学

朱亚平

通讯员

田丽

生专题训练营服务，就业指导课程建设经
验和课程教材，就业指导公开课、慕课和
微课资源等内容进行共享。
北科大将为湖科分享该校的队伍建
设经验，就业指导教师专项培训经验及辅
导经验，共享生涯教育课程专家资源，协
助湖北科技学院建设生涯专家库；分享创
新创业工作机制体制建设经验、
“ 贝壳创
空间”运行经验，为湖科提供创新创业项
目及北京市创新创业基地观摩或交流机
会，分享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组织及项目辅导经验。

两校除了在推进制度建设，共享就业
信息，就业指导和服务，就业工作队伍培
训，共促创新创业合作方面建立联系以
外，还将以帮扶工作为契机，加强交流与
合作，尝试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实习实
践等方面建立经验分享交流机制，形成稳
定的帮扶伙伴关系，共同进步。
北京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
“211 工程”、首批“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
新平台建设高校、
“双一流”建设高校。该
校是以工为主，理、管、文、经、法等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咸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安网挂 G（2020）05-12 号

主要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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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政府批准，咸宁市咸安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2020 年 6 月 8 日，在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公
开挂牌出让咸安网挂 G（2020）05-12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咸宁市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
地交易中心具体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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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安网挂 G 咸安网挂 咸安网挂 咸安网挂 咸安网挂 咸安网挂 G 咸安网挂 咸安网挂 G
地块编号 (2020)05 G(2020)06 G(2020)07 G(2020)08 G(2020)09 (2020)10 G(2020)11 (2020)12
咸安区经 咸安区经 咸安区经 咸安区经 咸安区经 咸安区经 咸安区向 咸安区官埠
宗地位置 济开发区 济开发区 济开发区 济开发区 济开发区 济开发区 阳湖镇甘 桥镇甘鲁
园内
园内
园内
园内
园内
园内
棠村
村、栗林村
宗地面积 89810.69 2394.27 19998.75 14663.34 26666.67 35805.77 4282.21 18690.83
(㎡)
（134.72 亩) （3.59 亩) （30 亩) （22 亩) （40 亩) （53.7 亩） (6.42 亩) （28.04 亩)
容积率
≥1.0
≥1.0
≥1.0
≥1.0
≥1.0
≥1.0
≤1.0
≤1.2
建筑系数 ≥40%
≥40%
≥40%
≥40%
≥40%
≥40%
≤30%
≤30%
建筑高度
建筑层数
≤6 层
绿地率
≤15%
≤15%
≤15%
≤15%
≤15%
≤15%
≥30%
≥15%
规划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出让年限 工业 50 年 工业 50 年 工业 50 年 工业 50 年 工业 50 年 工业 50 年 商服 40 年 商服 40 年
履约保证金 894 万元 24 万元 179 万元 146 万元 239 万元 214 万元 161 万元 1066 万元
挂牌起始价 1788 万元 48 万元 358 万元 292 万元 478 万元 713 万元 321 万元 2131 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
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
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 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
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
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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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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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2020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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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5 日下午 16 时，网上报价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 8 时到 2020 年 6 月 8 日上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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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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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主任
0715-8386569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
姜女士 15629968858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咸宁大道国际大厦 A
座 15 层
咸宁市咸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6 日，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线
上组织开展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据了解，本活动设置“数字创作项目”和“程序设计项
目”两项内容，
“数字创作项目”、
“程序设计项目”均分为小
学组、初中组。
数字创作项目具体分为电脑绘画、电脑动画、电子板
报、3D 创意设计四个小项目，是使用计算机，设计、制作完
成数字化创意作品。程序设计项目具体分为创意程序设
计和趣味编程专项两个小项目，是使用各类程序设计语
言，创作完成软件作品，需实现某些特定功能或解决某种
需求，可以是运行在单台计算机的软件、面向互联网的应
用服务、面向智能终端的 APP 应用等。作品制作上，学生
应独立设计并创作作品，指导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启发和
技术指导，但不能替代学生完成作品制作。
实验外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校电脑制作活动的开
展，旨在丰富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培养实践能力和激发
创新能力。

咸安区税务局

强化纪律督查 提升工作效能
本报讯 通讯员王冰报道：为进
一步加强作风建设，严明工作纪律，从
5 月 6 日开始，咸安区税务局成立七个
工作纪律专项督察组，分别由三名班
子成员带队，每日上下班时间对各分
局、机关各股室进行四次检查，切实促
进全局工作作风向善向好。
此次纪律督查工作将持续三周，
既
是对该局工作纪律作风的一次检验，
也

是对全体干部职工的一次鞭策和督促。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完善机关工
作纪律制度、考勤制度、请销假制度，
探索将工作纪律、工作作风与干部职
工的切身利益相结合，以改变少数干
部职工“抓得严就被动遵守，抓得松就
随心所欲”的懈怠思想，进一步增强纪
律自觉性，让遵规守纪内化成为一种
精神追求和习惯自觉。

公 告

遗失声明

“近水楼台”全体业主：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不可
抗力因素影响，湖北博丰绿色产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近水楼台”项
目商品房交付时间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具体交付时间另行通知。产
权登记手续将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
定条款进行办理。
湖北博丰绿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 月 7 日

咸宁恒邦丰驰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21200MA49D8K539，特
声明作废。
黄东遗失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证，证号：421202199008030014，
特声明作废。
嘉鱼 县 人 民 政 府 扶 贫 开 发 办
公室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嘉鱼南嘉
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5363000088902，账 号 ：
690501040003511，
特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