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郑州9月22日电（记者
桂娟 李文哲）考古人员日前首次发
掘汉魏洛阳城西明门至青阳门大道遗
址。考古证实，这条宽约34米、长约
2.5公里的道路，始建于东汉时期，历
经曹魏、西晋、北魏，500多年间曾车
水马龙，熙熙攘攘。

汉魏洛阳城有着 600 多年建都
史，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时
期等多个朝代的国都或王都。西明门
至青阳门大道是汉魏洛阳城南侧的第
一条东西向道路，与内城最重要的南

北轴线铜驼街交汇。
为配合汉魏洛阳城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的建设和大遗址保护工程，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汉魏城队对西明门至青阳门大
道和铜驼街道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这是我队首次对城址南部区域
开展考古发掘，不仅摸清了道路的位
置、走向、结构等信息，也了解了地下
遗存的保存状况，为下一步工作提供
重要线索。”主持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涛说。

据介绍，考古人员经过前期勘探，
选取多个解剖发掘点，并最终将遗迹
串联起来。令人惊喜的是，道路剖面
呈现多期路土叠压痕迹，多层路土上
密集分布着东西向车辙痕迹，最下层
路土下叠压有汉代典型的瓮棺葬和
砖棺葬以及大量新莽时期货币。

“500多年的都城史被浓缩在了
剖面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副研究员郭晓涛介绍，通过分析路
土中夹带的陶片等遗物，可确定这些
路土上至汉代、下至北魏，也就明确

了西明门至青阳门大道的沿用时间，
与文献中汉魏洛阳城是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四朝都城的记载相吻合。

在一处解剖发掘点的最下方，考
古人员还发现了砖砌水道，宽在1.5米
至1.6米之间，据推测应为汉晋时期道
路的路沟或排水设施。

目前，考古人员仍在对遗址进行
发掘整理。据介绍，发掘成果将被纳入
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未来，道路的格局
将被模拟重现，部分发掘现场将进行
原址展示。

历经曹魏、西晋、北魏，见证500多年间王朝更迭——

汉魏洛阳城东西向大道重现天日

新华社伦敦9月21日电（记者
张薇）英超21日进行了最后两场第
二轮较量，新赛季首次亮相的曼城
顶住狼队反扑的势头，客场 3:1 得
胜。谢菲尔德联第12分钟即被罚下
一人，最终0:1败走阿斯顿维拉。

曼城当日打了半场好球。中场核
心德布劳内接福登妙传突入禁区获
得点球并主罚命中，曼城在第20分
钟取得领先。12分钟后，德布劳内妙
传身后，斯特林杀入禁区横传中路，
福登打空门入网，将比分改写为2:0。

下半场狼队发起猛烈攻势，虽然

由希门尼斯头球扳回一分，但终场补
时阶段热苏斯带球强行杀入禁区射
门得手，为曼城将比分定格在3:1。

维拉主场迎战谢菲联，客队球
员伊根因拉人第12分钟即被红牌罚
下。以少打多的谢菲联曾拼出点球
机会，但刚刚由阿森纳转会维拉的
门将马丁内斯飞身扑点成功，力保
城门不失。第63分钟，维拉利用角
球机会由孔萨头球破门，最终以1:0
拿下3分。上赛季以“升班马”身
份获得英超第九名的谢菲联则在新
赛季开局遭遇两连败。

英超综合：

曼城客场胜狼 谢菲联不敌维拉

新 华 社 罗 马 9 月 21 日 电
（黎梦青）意大利网球公开赛21日收
拍，焦科维奇在男子单打中以7:5和
6:3战胜舒瓦兹曼，第五次捧起该赛事
的冠军奖杯。同时，这也是焦科维奇第
36个职业巡回赛ATP1000大师赛冠
军，从而使他超越纳达尔的35个，成
为夺得大师赛冠军最多的球员。

由于女单卫冕冠军普利斯科娃

在决赛中因伤退赛，罗马尼亚选手
哈勒普获得冠军。

这是哈勒普首次获得该赛事冠
军，她在2017和2018年两次闯入决
赛，但都败给了斯维托丽娜。她在赛
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真的很开心，
我很爱这个比赛，我之前两次都在决
赛告负，一直梦想着夺得冠军，我很
高兴这个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

意大利网球公开赛：

焦科维奇、哈勒普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22 日电
（记者杨帆） 记者从张家口奥体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获悉，北京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的两个核心竞赛场馆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
滑雪中心已顺利完工。

据介绍，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位
于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区域东
北侧山谷，自北向南依次布置靶
场、赛道与起终点区、场馆技术
楼等。其中，赛道总长 8.7 公里，
沿山体自然地形而建，分为竞赛
主赛道、残奥坐姿赛道及训练赛
道 等 ； 场 馆 技 术 楼 共 有 地 上 4
层，建筑面积 5200 平方米，主要
功能为赛事管理和技术用房；在
东西两侧，还有地下连接通廊横
穿赛道出发区，连接技术楼、设
备存放区与靶场。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位于太子城
区域东南侧山谷，由西向东依次为
场馆运营综合区、运动员综合区、
场馆技术楼、场馆媒体中心和转播
综合区。其中，赛道总长9.7公里，
分为东侧山谷的竞赛赛道和南侧山
谷的训练赛道；场馆技术楼建筑面
积为4890平方米，共有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为兴奋剂检测
站，首层主要满足竞赛管理功能，
二层为平台，三层为奥林匹克大家
庭区域，四层为仲裁、计分及计时
等比赛技术用房。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承办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季两项的 11 项比
赛，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则将产生
越野滑雪比赛的全部 12 枚金牌。
在冬奥会举办前，中心将保证张
家口赛区系列测试赛及试运行阶
段需求；冬奥会赛后，国家越野

滑雪中心计划打造成“山地公
园”及“户外冰上娱乐中心”，国
家冬季两项中心计划作为遗产保
留，在满足国家体育专项训练和
赛事需要的同时，打造培训、冰
雪体验和娱乐项目。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完工 新华社杭州9月22日电（记者
许舜达 夏亮） 22日，杭州2022年
第 19届亚运会体育图标发布，志愿
者口号征集启动，亚运系列纪录片开
机，“智能亚运一站通”小程序上线。

此次发布的体育图标涵盖40个
大项、59 个分项，核心元素延续了
杭州亚运会会徽“潮涌”与整体视觉
形象的风格，以线性、流畅、动感的
造型，精准表达了亚运会竞赛项目，
体现了体育运动特点、传统文化元
素、杭州城市特质、国际化风格的有
机统一。

当日，杭州亚运会志愿者口号征
集活动正式启动，将通过宣传动员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口号征集，在全社会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号召广大志愿者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更加良好的状态参与赛事服务
和城市服务。

当日还举行了亚运系列纪录片
《嗨，亚运》的开机仪式。据悉，亚运系
列纪录片是一次全景式展示亚运会
事件、人物、城市、文化等的纪录片，
不仅会呈现很多珍贵的历史影像，更
注重以人文视角，深度挖掘小人物与
大事件的紧密联系，展现亚运魅力和
人文之美。

此外，“智能亚运一站通”小程序
当日上线。该小程序围绕“票、食、住、
行、游、购”六个方面，整合亚运知识、
亚运公益、出行、美食和运动等18个
服务场景，为亚运观赛群体提供智能
行程规划等精准服务，打造一站式观
赛服务平台，让人们充分感受到智慧
城市的聪明、未来城市的魅力。

杭州亚运会体育图标发布

聚焦热点 体育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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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隆尧县人民政府批准在邢衡高速连接线安装非现场
执法治超称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工程，根据邢衡高速连接
线安装非现场执法治超称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工程《招标
编号：GSZB-2020-0110》工程施工，将对邢衡高速连接线K9+
300m 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施工时间：
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11月14日。（如至时间段内工程未
完工，则封闭时间顺延至工程完工之日）。施工期间，请过
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隆尧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邢台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隆尧县大队
2020年9月7日

施
工
公
告

施
工
公
告

按照隆尧县行政审批局批复“隆批投资（2019）443号文
件的要求，对省道SLD6（大华线）路段进行大华线动态计重
检测卡点项目建设，将对省道 SLD6（大华线）线、K8+
100m---K8+500m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施
工时间：2020年9月16日至2020年11月17日。施工期间，
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邢台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2020年9月8日

柏乡县驰伟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不慎将

公章丢失，编码：1305248000180，声明作废。

声 明开元路南延项目途径七里河南侧观光道，导致
南侧观光道需要全幅断交施工。时间：2020年9月15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请过往车辆、行人注意交通
标志，减速绕行，确保交通安全。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邢台路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9日

施
工
公
告

邢台日报 权威媒体

全区覆盖 引领高端

临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有资产对外公开招租，招租事项如下：
一、出租情况
类别：整体招租 租赁资产位置：临西县临西镇仓上村邯临路南侧
资产性质：国有资产 土地面积：1920平方米 房屋面积：889.24平

方米 招租底价（元/年）：101000元 招租年限：3年
二、招租方式
采用公开竞价方式，竞标者现场报价，以价格最高者确定承租方，低

于底价或无人竞价按流标办理。
三、公开招租要求
公开招租要求承租人必须从事人力资源相关业务，如：创业、就业培

训、技能培训、人才引进、劳务派遣、职业招聘等。
四、报名提交材料
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若委托代理人参加报

名，代理人必须提供委托人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有效委托书。复印件
均提供一份，并加盖公章。

五、报名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29日下午5 时止。
六、报名地点
临西县长江路北侧、永济街东侧，人社局办公楼405房间。
七、联系人：马越鹏
八、联系电话：0319—8571587 15933192266

国有资产对外公开招租公告

施
工
公
告

根据《冀交公路[2018] 443号文件》，内丘官庄联合治超
站站前电子警察抓拍系统土建及设备工程施工，将对G107
线K427+100m—K428+100m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
通管制，施工时间：2020 年9月23日至2020年11月16日。
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
全。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邢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0年9月22日

临城县云东加油站（普通合伙）不慎将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施
工
公
告

根据《冀交公路[2018] 443号文件》，内丘柳林联合治超
站站前电子警察抓拍系统土建及设备工程施工，将对S242
线K33+400m—K34+100m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
管制，施工时间：2020 年9月23日至2020年11月16日。施
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邢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0年9月22日

河北木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8398895106C），成立日期：2014年06月26日，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注销。希望与本公司
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前来协商办理。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上述权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地
址：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一中东片区改造二期工程项目1
号楼18层1829，电话：15933775675。

特此公告
河北木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注
销
公
告

发展鲈鱼养殖 拓宽增收渠道
加州鲈鱼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

鱼种。我市发展节水型鲈鱼养殖，满足
人民群众对中高端水产品的需求，对于
夯实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节水型鲈鱼是丰富农业
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我市地处太行
山脉南段东麓和华北平原交汇处，境
内地势高差悬殊，西高东低，自西而东
山地、丘陵、平原阶梯排列，以平原为
主。近年来，我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不断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
实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在
确保小麦473万亩、玉米486万亩粮食
功能区的基础上，实施“一减四增”计
划，适度压减高耗水粮食作物，扩大林
果、中药材、小杂粮、优质牧草等种植
面积，截止到2019年底，产业化率已达
到69.98%。短期内，进一步调结构、促
进农民增收的难度在加大，有部分沙
荒地、草地等还未开发利用，利用的也
仅是种植一年一季农作物，且效益低
下。为保证农业产量，农户使用开采地
下水来灌溉，导致河道及周边地下水
位逐年下降，甚至造成了一些树木枯
死，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安全。农业可
持续性发展成为最大问题。横穿沙河

的南水北调工程为我市提供了丰富的
水源，也为沙荒地大开发带来了机遇，
今年邢台市委、市政府出台了《邢台市
促进全民增收三年行动计划》，对土地
提出了“千斤粮、万元钱”新要求。我们
在湖州等地了解到，鲈鱼养殖项目远
超“万元钱”目标。因此，我们认为瞄准
大沙河沿岸的荒滩地，发展节水型鲈
鱼养殖，调整产业结构显得尤为迫切
必要，这也为我市农业高质量赶超发
展、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了条件。

二、发展节水型鲈鱼推动农业结
构调整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据调查，
目前我市正在试养的鲈鱼品种叫加州
鲈鱼，其在北京、天津和郑州等地都有
养殖，主要表现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
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该品种肉质细嫩、
无肌间剌，蛋白质丰富，含量高达
18%，历来就有“最爱鲈鱼美”的说法，
市场价格稳定在每斤20元至32元。在
饲料成本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与其它
常规鱼类相比，市场价格更高，是增加

农民收入的优良品种。二是适应集约
化和北方养殖。集约化、设施化养殖是
我市渔业转型发展方向。池塘内循环
流水养殖、大棚设施养殖等模式已经
列入我省渔业主推模式和技术，加州
鲈鱼都能满足这些要求。目前池塘传
统养殖模式亩产为750公斤，池塘内
循环水养殖产量为100公斤／平方米。
三是符合生态渔业发展要求。加州鲈
鱼全人工配合饲料的突破为该品种在

“十三五”大规模推广应用创造了必不
可少的条件。改变了以往养殖采用活
鱼、冰鲜鱼投喂模式，既破坏渔业资源
又污染环境的做法，使产业大规模发
展受到了制约。现阶段国内鲈鱼饲料
技术已非常成熟，当年鱼苗养成平均
规格达0.47千克，饲料系数1.07。目前，
我市水产基础较弱，总体养殖技术水
平从全省来看较落后，缺乏优质养殖
品种，我市渔业的相对优势集群是冷
流水和休闲渔业，主要集中在太行山
区。截止到2019年底，全市水产品产量

5417吨，冷水鱼产量579吨，占全市总
产量的10.7%；渔业总产值15000万元，
休闲渔业产值为6520万元，占总产值
的43.5%。总体来看，我市缺乏高产值
的主打品种。因此，节水型鲈鱼养殖，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可以
推动我市农业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发展节水型鲈鱼是实现农民
增收的有效途径。一是市场缺口较大。
据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京津冀地区
生产鲈鱼1795吨，而市场需求是其10
倍以上，多数成鱼从浙江、福建和广州
等地调入，苗种更是 100%从外地调
入。加州鲈鱼是一个销售体系成熟的
品种，在各地城市均有市场，近年来，
也出现在邢台市各县市普通百姓的餐
桌上。由于其没有肌间刺、肉质鲜美，
市场需求量非常大，有望成为我国的

“第五大家鱼”。二是养殖效益好。加州
鲈鱼的养殖技术日趋成熟，在广东福
建等地，加州鲈鱼养殖的亩产效益非

常高，亩产3000斤鲈鱼的养殖户比比
皆是。近三年，鲈鱼的塘口价格均价在
20元/斤左右，亩产值可达60000元。
这个产值是其他种植业望尘莫及的。
大力发展鲈鱼养殖产业，对促进农民
增收，全力推动“千斤粮、万元钱”工程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三是带动能力
强。邢台市2020年发展鲈鱼面积是1
万亩，明年计划发展12万亩，这是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的重大举措，必然会带
动饲料、鱼药、渔业机械等协同发展，
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全产业链发展。以
运输成本为例，我市成品鲈鱼进入京
津市场运输成本就比广东、福建等地
降低了4元/斤，也就是利润要比广东、
福建产品多出4元/斤，按照亩产3000
斤计算，每亩利润要多出1.2万元。

四、发展节水型鲈鱼是农业结构
调整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
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这就要求建设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节水型鲈鱼养殖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养殖过程通过过
滤设备达到净化水的目的，净化后的
水可以重复利用，用来继续养殖。而过
滤的饵料残留和鲈鱼粪便是非常优质
的有机肥料，可以用来灌溉农田，增强
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据河南开封
市养殖户反映，现在成品鲤草鱼利润只
有每斤一元，而养殖鲈鱼的利润在5至
10元，二者效益差距很大，却在资金投
入、生产技术等方面差别不大。因此，广
大养殖户纷纷改养鲈鱼，并逐渐走上发
家致富的道路。在湖州考察中，我们了
解到建设工厂循环水养殖企业，其苗种
孵化、成鱼饲养、水质净化等所有环节
全部在车间内进行，其产量、效益均有
大幅度提高，真正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集约化管理，一般6年左右就能收回全
部投资。我们常说要夯实农业基础产业
地位，其实现条件就是让农业有效益。
发展鲈鱼养殖就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向市场提供优质水产品，让农业增效、
让农民增收的有益探索和途径。

（湖州师范学院 朱俊杰 邢台市
农业农村局 王宁 沙河市农业农村局
焦孟堂 李川）

节水型鲈鱼养殖在我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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