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中国”是中国科协今
年提出并着力打造的品牌行
动，旨在发挥科协系统人才智
力和组织网络优势，构建资源
整合、供需对接的技术服务和
交易平台，实现人才聚合、技术
集成和服务聚力，推动科技更
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经积极
申报和严格遴选，我市成功入
选“科创中国”首批试点城市

(园区)，成为全国首批 22 个试
点城市(园区)之一，也是全省唯
一入选的地级市。

今年 8 月 26 日，中国科协
调研组来我市调研“科创中
国”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时，对
我市试点建设成效予以高度
肯定，要求我市再接再厉，积
极大胆探索试验，积极打造一
批科技经济融合的“样板间”。

新闻链接：

11月5日,“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南片区）现场

交流调研活动在我市举行。

作为“东道主”和湖北省唯一入选的试点城市，我市

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介绍我市推进“科创中国”试点城

市建设的具体做法和取得成效。

我市将试点建设和咸宁产业发展相结
合，把创新要素引向生产一线，使更多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围绕机电产业转型升级，我市以香城智
能机电产业技术研究院获批“科创湖北”智能
机电熟化基地为契机，成立智能机电产业联
盟，争创国家级智能机电创新型产业集群。
目前，研究院的8个研发团队已服务100余
家企业。

围绕大健康产业发展壮大，我市借助“科
创中国”科技服务团力量，与湖北科技学院共
建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开展项目转化、企业孵
化、技术攻关等工作。

围绕企业技术需求，开展线上线下路演，
成功举办3场科技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8
月26日开展的“科惠行动”云推介活动中，我
市企业发布的69项需求，被武汉大学、华中
农业大学等13所高校揭榜，意向交易金额
1.7亿元。

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已实现科技成果转
化80项，技术合同认定登记1078项，合同成
交额50.1亿元。

▲3 强化科经融合
推进成果转化

科协的最大资源是人才资源，科协最大
的优势是组织优势。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
科协组织建设，夯实科技服务的基层基础。

全市县级科协全部实现独立建制，70个
乡镇实现科协组织全覆盖。我市已建立高
校、科研院所、园区、企业科协29家，发展自
然科学学会21家，创建院士专家工作站57
家。

积极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智慧行动”。市
科协牵头组建6支科技志愿服务队，成立22
个科技志愿服务组织，推动科技、人才“上山
下乡”。

深入开展科普宣传和教育活动，弘扬科
学精神，目前，全市已成功创建省级科普基地
52个。从机关到企业，从校园到社区，“爱科
学、学科学、讲科学”的氛围日益浓厚。

▲4 强化组织赋能
推进科技服务

打造科经融合的“样板间”
——“科创中国”试点建设的咸宁实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谭宏宇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创中
国”试点城市建设，成立了试点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全力开展
将创新引向企业、将服务引向基层的

“双引”工程，推动“人才链”匹配“产业
链”，着力打造科技经济融合的咸宁样
板。

“科创中国”湖北工作组聚焦咸
宁医药健康领域发展难题，3次召开
视频协调会，推动中国药学会、化学
会、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工程学会“把
脉开方”。

省科协5次到咸宁调研督办试点
建设，形成了市委、市政府统筹推进，

“科创中国”湖北工作组协调各学会行
动，省科协跟踪督办，市直部门抓落实
的工作机制。

▲1 强化组织保障
推进协同共建

借助国家级、省级学会力量，我市
探索“高层学会+咸宁科研平台”合作
模式，建立咸宁协同创新中心，服务企
业发展。

市科协积极引导全市各园区、企
业、学会，注册使用“科创中国”融通
平台，建设反映企业需求的“问题
库”，与“科创中国”技术服务和交易
平台“问题库、项目库、开源库”实现
有效对接。

中国药学会与我市通城县，就中
药材种植规划、标准检测等达成合作
意向；中国光学工程学会与我市金福
阳公司，就生活垃圾自动分类处理装
置技术研发对接成功；中国规划学会
与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接，将在
编制区域协调发展规划、国土空间利
用规划上开展合作……

目前，已有40余家企业上传技术
需求60余项，10家企业与国家级学
会专家对接洽谈。

▲2 强化资源对接
推进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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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
员熊熙报道：近日，嘉鱼县实验
幼儿园组织教职工来到了武汉
客厅·中国文化博览中心，参观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重温那
段值得铭记的经历。

展览总面积9000平方米，包
括六道门廊、序厅、尾厅和“运筹
帷幄、掌舵领航”“生死阻击、艰苦
卓绝”“英雄城市、英雄人民”“八
方支援、共克时艰”“疫后重振、浴
火重生”“团结协作、命运与共”等
6 个主题内容展区 21 个单元。
1100余张照片，1000余件(套)实
物展品、45个视频，以及大型场景

和互动项目，集中再现了这场惊
心动魄的抗疫大战。

教职工们在一幅幅图片、一
段段文字、一件件实物、一个个
视频前驻足仰视，共同回忆抗疫
历程。在幻影成像ICU病房“与
生死竞速”前，感受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里最激烈的画面；进入
防护服体验仓中，深切体会医护
人员每日所经历的闷热感与救
治的艰辛……

“英雄的城市，武汉，我与你
同在！”参观完展览，大家纷纷在
出口处排队写留言，留下对武
汉、对湖北、对中国、对人民的深
深祝福。

嘉鱼县实验幼儿园

组织教职工参观抗疫展览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发、
通讯员陈翔、沈云泥报道：一
队队方阵伴着节奏音乐在眼
前跑过，穿着彩衣的学生拿着
各色道具变换着各色舞蹈队
形……跑操展示，文艺汇演，技
能展示……精彩纷呈，目不暇接。
11月9日至14日，通山县职教中
心举办教育活动周展示活动。

9日上午10时许，在阶梯大
教室启动职业教育活动周仪式，
该县职教中心负责人同广州美的
华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等四家企
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11时许，开始升旗仪式、跑操
展示、文艺汇演和技能展示、社团
活动。9-11日，是学生各类才艺

展演，表演项目有跑操、文艺演出、
计算机组装、企业工匠、会计、书法、
绘画、钢琴弹奏、机械制造、电子电
工等30多项的技艺展演活动。12
日上午，举办公共课教师技能大
赛。13日，举办第十七届冬季运动
会。14日，举办师生红歌比赛。

举办这次教育活动周活动，
旨在组织好“大国工匠进校园”
活动，确保活动周期间“天天有
活动、处处有看点、人人有收
获”，达到展成就、扩影响、促发
展的目的。

来自全县各乡镇中心学校
校长、公民办初中学校校长、乡
镇中心小学、城区小学的校长参
加了9日上午的观摩活动。

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举办教育活动周展示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
余茹报道：11月2日至3日，由教
育部装备中心举办的“3D打印
（VR、AR）技术教育教学应用实
验区”3D打印教学应用研讨会成
功召开。本次研讨会通过网上视
频直播形式进行，设置了教育部
装备中心一个主会场，咸宁市、广
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两个分会场。

探讨会上，我市实验小学和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的老师分
别展示了两节示范课《百变花
瓶》和《有趣的七巧板》，从传统
美德和兴趣爱好引入，分别教授
了“3D打印技术”里的旋转、分割
等操作，与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的老师展开了线上隔空Battle。
随后，赤壁一中和嘉鱼一小的老
师分别作了《3D打印技术在高中
创客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的研

究应》和《基于3D打印技术支持
下的创客教育课堂的应用研究》
两个子课题成果汇报。

最后，教育部装备中心刘俊
波处长总结了本次研讨会，认为
研讨会成果丰硕、取得实效，两
个实验区会议准备充分、成果各
具特色，肯定了两地3D打印在
教学应用、课题研究中取得的研
究成果，并就实验区未来的建设
和发展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

“3D打印技术让学生们的创
意构思有了技术支撑，让孩子们
的梦想得以实现。”市教育局装
备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作为
全国首批现代教育装备技术综
合改革实验区，致力于促进教育
装备技术与学校教学、管理、评
估等制度的深度融合，助推教育
创新发展。

“3D打印+教育”

我市助推教育创新发展

适时引导，解决学生小问题的金钥匙
○ 曹莉

我们初中衔接班的孩子们活泼好
动、精力充沛、好奇心强，喜欢并善于
模仿。思维方式已开始占主导地位的
抽象逻辑思维逐步由经验型向理论型
转化，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大部分学
生或多或少的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
小问题，这需要我们老师用童心与细
心去了解学生，用爱心与耐心去关爱
学生，用欣赏与赞美去鼓励学生，用自
信与执着去引导学生，让他们增强自
律、提升自信，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
学习习惯。

小天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孩子，他
的眼睛里总是透露着热情与渴望，每
次都能积极举手回应与配合老师提出
的要求，做事积极、吃苦耐劳，我便安
排他为本小组的组长，希望他能成为

组员的榜样。但从后来表现看，他在
课堂上说话特别多，并且有时候还喜
欢取笑老师，并且班务日志的违纪栏
常常都有他的名字，各种小问题较多。

一次大课间，我正在办公室改作
业，班级纪律委员跟我反映小天下课
在同学面前取笑班上的老师，议论她
的体形，模仿发音和动作，用的词语都
很粗俗。我心想引导、教育他的好机
会来了。趁着办公室没有其他老师
时，我叫他进来，由最近的学习状态、
生活状况等入手，当沟通进入良好状
态时逐步切入正题。他起初为自己辩
解，在我的耐心引导和追问下，他承认
并强调别人也说了。从他的神情来
看，他并不觉得自己有错，而支撑他这
样做的理由是别人也在这样做。

于是，我给他讲了一个墨子与子
禽关于多言的故事。苍蝇、青蛙，白天
黑夜叫个不停，叫得口干舌疲，然而没
有人去听它的。你看那雄鸡，在黎明按
时啼叫，天下震动，人们早早起身。多
说话有什么好处呢？重要的是话要说
得切合时机，说有用的话。结合他最近
的种种行为表现，我引导他要自己多思
考，判断事情本身的是非对错，而不是
模仿别人的言行举止，人云亦云。

在他认识到自己错误后，我趁热
打铁，引导他回忆起被他取笑的老师
平时对他们的好，如课上认真讲课，课
后耐心辅导，发各种小奖品奖励作业
优秀的学生，考试失利时不断的鼓励，
等等。听到我说“老师就像你的父母
一样，想方设想哄你们开心，竭尽全力

帮助你们并让你们变得更优秀，如果
别人这样议论你的妈妈，你内心感受
会如何呢？”时，他的眼泪掉下来了，忙
着道歉，“曹老师，我错了！我不该那
样评价老师，课堂上我也不会再说闲
话了，请老师监督我！”我笑着鼓励他
道，“老师相信你肯定会成为一个能够
尊重别人，既自律又懂得感恩的好孩
子！”后来，我又主动跟他家长交流孩子
的情况，督促家长在平时生活中更多的
关注孩子的言行，重视对孩子正确的行
为习惯和价值观的培养，家校合作形成
合力。之后，小天主动去找老师道了
歉，并且在课堂上的改变也非常大，有
时还会主动用我给他讲的这些观点去
劝说班上的其他违纪的同学！

（作者单位：咸宁市温泉中学）

遗失声明
龚水山遗失赤壁市城西路（纸厂内）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22302600025645，特声明作废。

咸宁正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行
政公章、财务专用章以及合同专用章各一
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2MA49BUGD24，特声明作废。

赤壁融媒体中心遗失湖北增值普通
发票一张，发票号码：56320402，特声明
作废。

赤壁广播电视台传媒公司遗失湖北
增值普通发票一张，发票号码：85526667，
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万丰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行政
公 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MA48H2Y9XD,特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咸宁太平洋保险公司以下人员执

业证与保证金条遗失，特声明作废：
谭利平 42232619870420552X
金银美 421202199001244220
王朋 421202199105132311
戴贤锋 422301197911261311
谢碧勇 530628198503192710
刘翠华 422301197105210069
王丹 422301198602204748
高平安 422301197311207610

郑方博 421202199210227611
周冬梅 42230119771106716X
邹云保 421202197012087188
胡鹏 422301198108235311
夏亚芬 421202199008185323
曹斌 422301197005250565
易斌 422324198211045211
李君 422301198111051062
李贵川 422302197708171915
李娟 422302198312110766
王婷 422325198405040087
刘志勇 421223199206182918

备注：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
通知书》为准。（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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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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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设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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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

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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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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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统（http:
//219.139.108.3/ ）查询。申请人可于
2020年11月13日至2020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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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
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16日
下午16:00时，G[2020]25-2号网上报价
时间为2020年12月5日上午8时00分
到2020年12月18日上午10时10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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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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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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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石先生
0715-5889579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江女士
15629968858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O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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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赤壁网挂G【2020】2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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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0年11月13日至2020年12月18日在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
牌出让赤壁网挂G【2020】25-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赤壁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本报讯 通讯员胡琴报道：11
月9日至11日，嘉鱼县烟草专卖局
围绕“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为主题，组织召开
2020年第四季度中心组第一次学习
（扩大）会议。

会议邀请了嘉鱼县委党校高级
讲师张云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专题辅导，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及中央有关重要精神，组织观看
了《叩问初心》第三集围猎之祸，班子
成员、部分中层干部围绕“如何深入
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开展学习交流研讨。

会议强调，要从四个方面下功
夫，切实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到
实处。一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在

“固本”上下功夫。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二要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在

“铸魂”上下功夫。以加强党的理论
武装为核心，持续巩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提高运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要加
强组织体系建设，在“强基”上下功

夫。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抓实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办
法，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四要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在

“立规”上下功夫。要按照“开诚”党
建文化品牌建设要求，梳理完善党建
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
开展工作，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
打折扣。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嘉鱼烟草专卖局组织中心组学习 减资公告
湖北涵宇轩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2MA497MRD9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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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万元减至人民
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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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涵宇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