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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归来
嫦娥五号闯过了几道关

12月17日凌晨，它带着中国科学家梦寐以求

的月球样本，稳稳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宣告了我

国首次月面自动采样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不过，荣耀归来的道路并非坦途。你可知道嫦

娥五号回家迈过了几道坎？

它的“娘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向记者

进行了介绍。

本报讯 通讯员李朝
晖、冯东山报道：近日，由湖
北省教育厅学前教育与高中
教育处和装备处联合举办的
第八届湖北省中小学实验教
学说课现场展评活动在武汉
落幕，我市黄新阶名师工作
室青年教师孙丹凤、石凯的

“蜡烛熄灭的探究”，凭借独
特的实验设计、简易的实验
材料、新颖的实验方法、方便
的使用功能、巧妙的启迪思
维及个人扎实的基本功，获
得评委一致好评，荣获湖北
省一等奖（全省初中化学一
等奖5个，二等奖14个）。

第八届湖北省中小学实
验教学说课现场展评活动历
时近半年，老师通过县、市州
推荐，来自全省各个地级市

的70名选手的作品参加了省
级网评初赛，通过层层选拔
后评审专家推选最优秀的19
件作品参加省级现场展评。
8月，孙丹凤老师经赤壁推
荐，参加咸宁市预赛，夺得实
验创新说课一等奖，11月29
日，孙丹凤老师和进入省级
现场展评的优秀教师同台竞
技，一路过关斩将，脱颖而
出。

孙丹凤是赤壁实验中学
教师，本次荣誉的取得也是
该校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
尤其重视对青年教师培养的
结果。该校通过实施“青蓝
工程”“师徒结对”“青年教师
基本功竞赛”“新教师职后培
训”“国培学习”等系列活动
助推青年教师成长成才。

我市黄新阶名师工作室两位老师

获省实验教学说课一等奖

本报讯 通讯员陈金锋
报道：12月5日，2020“外研
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
赛（高职组）总决赛远程线上
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参赛选手决赛
争锋。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英
语教育专业学生张海钰在11
月1日湖北省高职院校决赛
中荣获特等奖后，和省兄弟
院校其他4位特等奖选手一
起，代表湖北省参加国赛。
经过激烈角逐，张海钰荣获
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英语写作大赛（高职组）是由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国职
业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
合主办的全国性公益赛事，

历经十载淬炼，现已发展成
为高职英语教育领域覆盖面
广、认可度高、影响力大的专
业赛事平台。总决赛历时三
个小时，赛题包括三部分：看
视频写应用文体、图表文写
作和看材料写作，赛事比以
前更加注重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和思维能力、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
升有助于我们‘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好声音’，让学
生认识和感受‘写作’的魅
力和意义。我院将继续加
大《实用英语写作》课程的改
革力度，创新辅导培训方式，
扩大校内参赛面，争创更好
的成绩。”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学子

获国赛二等奖

怎样在大气层表面“打水漂”
与几位“姐姐”相比，嫦娥五号拿到

的是一张地月旅行“往返票”。
这张票弥足珍贵。此前，全世界只

有美国、苏联的航天器，以及我国的嫦
娥五号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实现过绕
月再入返回。

资料显示，国外再入航天器共有3
类：弹道式再入航天器、弹道—升力式
再入航天器和升力式再入航天器。

而中国探月工程则采用了一种全

新的再入方式——半弹道跳跃式再入
返回。

近地轨道航天器再入返回大气层
时，速度通常为每秒约7.9公里的第一
宇宙速度。而嫦娥五号从月球风驰电
掣般向地球飞来，速度接近每秒11.2公
里的第二宇宙速度。

每秒3公里多的速度差，带来的力
道大不相同。假如嫦娥五号冲劲过猛，
一头撞向地球，整个任务都将前功尽
弃。

要避免这种风险，首先要解决速度
的问题。

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科研人员
在反复学习和研究美、苏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航天器实际情况，决定借
助地球大气层这个航天器再入返回的
天然屏障。

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

“就像在太空中打水漂一样，返回
器先是高速进入大气层，再借助大气层

提供的升力跃出大气层，然后再以第一
宇宙速度扎入大气层，返回地面，整个
过程环环相扣。”五院嫦娥五号探测器
总体主任设计师孟占峰介绍说。

2014年，我国发射探月三期再入
返回飞行试验器，模拟了嫦娥五号奔
月、绕月、返回的全过程，并对跳跃式
再入返回技术进行了成功验证，使我
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第三个成
功实施航天器从月球轨道重返地面
的国家。

嫦娥五号能否成功打出一个漂亮
的“水漂”，关键在于气动技术研究工作
的全面性和正确性。

五院总体部设计师李齐介绍，相比
近地轨道航天器返回，嫦娥五号面临的
气动问题更加复杂，再入热环境条件更
为严酷，对气动数据的精准度要求更为
苛刻。

首先，高速再入会导致复杂流动效
应影响增大，各种复杂流动效应将对返
回器气动力、热特性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由于跳跃式再入，烧蚀、燃料
消耗等各种因素，使得二次再入地球大

气的外形适应不确定性增加。
第三，由于轻小型化要求，嫦娥五

号返回器尺寸比国内外任何一种半弹
道式再入飞行器都要小很多。尺寸的
减小、质量的降低，可能导致返回器飞
行稳定性下降，对气动特性预估准确度
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相比返回式卫星和神舟飞船
返回舱，本次任务中返回器面临的热环境
要恶劣得多。由于高温效应，必须要考虑
高温辐射加热影响，而这是近地轨道航天
器分析再入热环境时不需要考虑的。

面对重重考验，五院总体部气动团

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从国内外同类返
回飞行器的气动研究成果中汲取经验，
同时积极向院内外系统专家请教，终于
准确把握了返回器气动研究工作难点
和关键点，制定了全面详细的气动研究
大纲。

要想突破半弹道跳跃式高速再入
返回技术，气动设计、分析与验证必须
解决外形、质心和数据三大需求。气动
团队携手多个国内专业气动单位，开展
了30余项研究工作，计算/试验状态超
过20000个，逐步确定了返回器气动外
形、配平质心盒、气动标称数据库及其

偏差范围，为相关分系统设计、仿真和
试验提供了可靠的数据输入。

最终，他们完成了相关研究，提出
了适用于轻小型跳跃式高速再入返回
器的气动外形设计方法、基于时变估计
偏差的配平质心盒设计方法，以及适用
于高速再入返回器的气动力偏差计算
方法，完成了适用于第二宇宙速度再入
的高空跨流域气动特性计算方法研究
等；同时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填补了多
项国内空白，并在探月三期再入返回飞
行试验器任务中得到了有效验证，为嫦
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返回气动设计比神舟飞船更复杂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
杰、汪延煜、徐世崇报道：“我
有二个儿子，大儿残疾，次子
患病成了植物人，通山县教
育局驻村工作组经常来我家
慰问，送来了慰问金及物资，
真的很感谢教育局对我们的
关心。”12月4日，通山县黄沙
铺镇梅田村7组党员杨胜家
高告诉笔者。据统计，今年以
来，通羊、黄沙辅等乡镇40余
名农村老党员干部受到通山
县教育局送来的1万余元慰
问金及粮、衣、被等物资。

通羊镇、黄沙两乡镇属
通山县的山区苏区乡镇，该
村50年代的老党员干部多，
几十年前，这些老党员干部
带领农民挖山改河、垦地种

粮，为国家建设起到了示范
带头作用。如今，这些老党
员大多年老多病。该县教育
局开展“为贫困山乡老党员
干部送温暖”活动，以此激发
后任干部尽余力继续为党扎
实工作。

为达到学习见效益的目
的，通山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定明带头，动员全局
党员干部捐钱捐物。全局驻
村 20名干部不定时深入通
羊、黄沙等乡镇与老党员干
部交心谈心，为困难的老党
员发放慰问金和粮、油物资，
在场目睹的群众都说：“现在
机关单位干部与农村困难的
老党员干部真的就像亲人一
样！”

通山教育局干部

与困难党员“结亲”

“嫦娥五姑娘”回来了！

又要隔热又要散热，怎么解？
高温是嫦娥五号返回途中的另一

道难关。
如果你见过神舟飞船返回舱，一定

会对它那乌黑的外表印象深刻，这是被
大气层剧烈摩擦产生的高温烧灼而成
的。

而嫦娥五号遇到的温度将会更
高。五院嫦娥五号探测器结构分系统
主任设计师董彦芝介绍说，如果返回器
再入的速度提高一倍，再入热量将提高
8至9倍。

如此高温一旦进入返回器内部，后
果将不堪设想。防热成为必须攻克的
难题。

由于要保证运载承载能力，嫦娥

五号返回器的质量受到了严格限
制。不仅要求返回器结构本身采用
轻量化设计，还需要采用新型低密度
防热材料。

为此，五院总体部防热结构设计
团队针对月球轨道返回热环境、空间
环境和重量的要求，提出了不同部位
耐烧蚀和隔热的具体需求与指标，从
33种新研材料中筛选出了 7种防热
材料，完成了防热材料的布局和局部
防热结构设计，实现了我国防热结构
设计由近地轨道再入到深空轨道再
入的跨越。

同时他们提出了三维传热烧蚀分
析方法，采用整体变厚度、变密度，分区

域、偏轴设计方案，突破了轻量化设计
关键技术，并利用一维烧蚀分析和三维
温度场分析相结合的数值分析方法，实
现了用局部烧蚀试验代替整器烧蚀试
验，为任务成功奠定了基础。

从防热结构设计、防热材料成型工
艺研究、焊接工艺研究，到工程样机、结
构器、热控器、专项试验验证器……设
计团队为嫦娥五号精心“缝制”了一件

“贴心防热衣”，成为它安全顺利返回家
园的生命保证。

在返回大气层对抗烧蚀环境之前，
嫦娥五号在飞行过程中还有大热耗散
热需求。隔热与散热，听起来几乎是不
可调和的矛盾。

然而五院总体部热控设计师们攻
克了异构式环路热管热控技术，相当于
给返回器增加了可调节热导的“热开
关”，有效解决了返回器再入大气前的
大热耗散热、热导调节和再入过程中热
阻断的难题。

太空飞行期间，嫦娥五号还面临着
温差高达数百度的宇宙环境。五院嫦
娥五号探测器热控分系统主任设计师
宁献文介绍，为了让嫦娥五号舒适地飞
行，热控人员根据受热要求为它设计了
薄厚不一的“金衣银饰”，通过寻找最冷
最热点，优化热控策略，确保器内温度
稳定而平均。

(本报综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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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各方出资比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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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拍卖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
文件资料。

申请人被纳入联合惩戒黑名单或
因存在土地违法违规行为被嘉鱼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纳入禁止参加土地竞
买名单的，不得参加竞买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出让采取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详见拍卖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年 12月 18日至 2021年 1月 14
日到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
中盛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嘉
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湖北中盛拍
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不另行组织现
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申请人可在公
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 12月 18
日至2021年 1月 14日 16:00时前到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中盛
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1月14日16:00时整（以到账
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和竞买准备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湖北中盛
拍卖有限公司将在2021年1月14日
17: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会定于2021年1月15日10:00时在嘉
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509室举行。

七、联系方式及银行帐户
1、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嘉鱼县嘉鱼大道嘉鱼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6楼
联系人：孔女士
联系电话：0715-6315828
2、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

大道 619 号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A0
办公区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971681177
3、竞买保证金户
户 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账 号：1818060119200006012
开户行：工行嘉鱼山湖支行
行 号：102536300085
4、竞买准备金帐户
开户单位：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武昌支行
账 号：17030101040012130
大额行号：103521003017

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8日

嘉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告）字[2020]07号

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嘉鱼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联合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公开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
编号

嘉（告）字[2020]
07号地块

土地
位置

嘉鱼县潘家湾
镇羊毛岸村

土地面积
(㎡)

59048.17

土地
用途

住宅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R
≤1.02

建筑
密度

≤
30%

绿地
率

≥
30%

出让
年限
（年）

住宅
70

起始价
（万元）

620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6200

竞买
准备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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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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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参加竞买，竞
买人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联
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买所涉及的企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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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被纳入联合惩戒黑名单或因
存在土地违法违规行为被嘉鱼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纳入禁止参加土地竞买名单
的，不得参加竞买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
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嘉鱼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湖北诚信拍卖有限
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地块不另行专门组
织现场踏勘和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
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和
地点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拍卖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
1月14日16时前到嘉鱼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或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
卖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1年 1月14日16时
前到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诚
信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 1月14
日16时(以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具备申请条件的，嘉鱼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和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将
在2021年 1月14日17:00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发给其竞买资格确认书。

六、拍卖时间和地点：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

于 2021年 1月15日10：30时在嘉鱼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509室举行。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一）联系方式
1、联系单位：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联系地址：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六楼

联系人：孔女士
联系电话：0715-6315828
2、联系单位：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

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路

26号中诚大厦
联系人：苏先生
联系电话：
027-85779905 13986099282
（二）银行账户：
1、竞买保证金应汇入银行账户：
户 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行：中国银行嘉鱼支行
账 号：556057551576
行 号：104536305121
2、竞买准备金应汇入银行账户：
户 名：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

营业部
账 号：4200 1170 0080 5300 2867

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8日

嘉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告）字【2020】0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
有关规定，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以公开拍
卖的方式出让嘉（告）字【2020】0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嘉（告）字
【2020】08号

地块
位置

潘家湾镇
羊毛岸村

土地
面积
（㎡）

63744.14

土地
用途

住宅
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0≤R≤1.02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30%

出让
年限

住宅
70年

竞买保证
金

（万元）

6694

竞买准备
金（万元

45

起拍价
（万元）

6694

湖 北 提 名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MA49D1NK6F，特声明作废。

赤壁百姓门诊部（账号：1818050809200017871）遗失在赤壁市工商银行新街口支
行预留的印鉴中邓仲颖私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咸 宁 俊 浩 体 育 策 划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2MA4918DY0P，特声明作废。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遗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的开户许可证，账户
名称：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综合服务总公司，核准号：Z5360000046001，账号：
42001695240053004849，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受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标
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一：位于嘉鱼县沙阳

大道133-9号原西部牛仔一
楼门店及梯间、二楼办公室整
体三年租赁权，租赁总面积：
204.72m2，参考价：29856元/
年，竞买保证金：1万元；

标的二：位于嘉鱼县沙阳
大道97号125-1号原广佰园
门店三年租赁权，租赁面积：
30.36m?，参考价：34914元/
年，竞买保证金：1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竞买，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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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
年12月28日16时前到我公

司索取竞买资料和交纳竞买
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四、拍卖会于2020年12
月 29日 10时在嘉鱼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办公大楼509
室举行。

五、本标的自公告之日起
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

六、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每位竞买人仅限一人进入拍卖
会场，进场人员接受体温测量，
佩带口罩、携带居民身份证、出
示个人《健康码》绿码、体温不
超过?37.3℃，方可入场。

七、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

公司
联系人：朱先生
电话：18871500917
（二）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

公司
账号：
1818000509200009211
开户银行：咸宁市工行泉

塘支行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8日

拍卖公告

赤土拍卖P[2020]21号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
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武汉市泰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赤土拍卖P[2020]
2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拍卖P[2020]21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夏龙铺社区，蒲圻大道与南港

大道交叉口西北侧；
（三）出让面积：55036.23平方米（约82.55亩）；
（四）容积率：＜1.64；
（五）土地用途：零售商业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11980万元；
（九）交易结果：无人申请竞买，流拍；
（十）公告时间：2020年11月25日至2020年12月15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16日。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8日

赤土拍卖P[2020]25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荣达
诚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土拍卖P[2020]25号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拍卖P[2020]25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陶瓷厂片

区地块九；
（三）出让面积：33972.24平方米（约50.96亩）；
（四）容积率：＜2.3；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住宅70年，商业4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6223万元；
（九）交易结果：1020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1月25日至2020年

12月15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16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8日

赤壁市P（2020）22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
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壁市P（2020）22号
地块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
公告如下：

（一）宗地编号：赤壁市P（2020）22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陶瓷厂

片区地块一；
（三）出让面积：32416.16 平方米（约

48.62亩）；
（四）容积率：＜2.0；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4625万元；
（九）成交价：9700 万元；
（十）竞得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十一）公告时间：2020年11月25日至

2020年12月15日；
（十二）拍卖时间：2020年12月16日；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8日

更正公告
2020年12月17日在《咸

宁日报》第7版上发布通城县
G(2020)012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交纳
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
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
下午16时整更正为2021年1
月15日下午16时整。其它公
告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2月18日

赤壁市P（2020）23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
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壁市P（2020）23号
地块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
公告如下：

（一）宗地编号：赤壁市P（2020）23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陶瓷厂

片区；
（三）出让面积：32386.67平方米（约48.58亩）；
（四）容积率：＜2.2 ；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5224万元；
（九）交易结果：9800.00 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1月25日至2020

年12月15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16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