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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日报 权威媒体 全区覆盖 引领高端

邢台市农业农村局不慎将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守敬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

丢失，核准号：J1310001462504，声明作废。

声 明

河北果仙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慎将财务

专用章丢失，编码：1305318800045，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新广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
取得邢台市襄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的《邢台市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预售项目名称：樾公馆二期3#楼及地下车库，
预售房屋坐落：规划龙泉大街以南、规划晋祠路以西、开元路
以东，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 襄2020054号。根据邢台市
人民政府令第[2014]第5号《邢台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
规定，现该项目已于2021年01月05日预设立了商品房预售
款监管账户，预售款已纳入邢台市襄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监管（注：该监管账户为预设账户，方便购房户能在第一时间
向监管账户缴存房款接受监管，保障购房安全）。

同时郑重提醒广大购房人，购买预售商品房时，请注意
《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承购人未将预售款缴付监管账户或
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的，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请广

大市民在购房时将定金、预付款、房价款（包括预售商品房
按揭贷款）、保证金等各种购房款，直接打入监管账户，以
确保您缴存的购房款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防范商品
房交易风险，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现将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通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新广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邢台县邢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预售款监管账号：2102000979650023
监督咨询电话：0319-5259880
售房咨询电话：0319-2380666

邢台新广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01月05日

通 告

新华社北京 1月 7日电（记者
阳娜）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入最
后的关键期，冬奥相关项目建设情
况备受关注。记者6日从北京市石
景山区“两会”上了解到，今年，
石景山区将全部完成冬奥场馆及配
套设施建设，建成冬奥主运行中
心、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设施及苹
果园综合交通枢纽、M11 冬奥支
线、北辛安路南段、锅炉厂南路等
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并全面完成冬
奥场馆周边及阜石路沿线等重点区
域环境综合整治和景观提升工程。

据了解，目前，滑雪大跳台中
心项目，大跳台本体已完工，氧气
厂北区、氧气厂南区、冷却塔酒
店、电厂酒店均正进行机电安装和
幕墙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1%。北京注册中心和制服发放中
心（UAC）、北京冬奥会技术中心及
附属通信枢纽 （TOC） 项目均已按
计划顺利完工验收。

在市政配套建设方面，服务于
冬奥会的北辛安路南段和锅炉厂南
路两条主干路已于2020年9月进场
施工，目前已完成首钢厂区内约2.6
万平方米路面清表工作。苹果园综
合交通枢纽，南区正在进行主体结
构施工，已完成主体结构的64%；

北区正在进行土方及基坑支护施
工，已完成支护桩总量的58%，完
成土方总量的 40%。M11 线西段
（冬奥支线）四站五区间加快建设，
其中模式口站正进行土方及主体结
构施工，已完成土方总量的75%，
主体结构的13%，金安桥站、新首
钢站、北辛安站已完成主体结构施
工，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设备
安装正在准备阶段；各区间正进行
正线施工，初支结构已完成正线总
长度的71.8%，二次结构已完成正线
总长度的52%等。

在配套通信设施建设方面，冬
奥组委、冬训中心等已建成项目均
实现移动、联通、电信3家运营商
4G、5G信号覆盖；首钢北区室外宏
基站目前已建设8个，由移动、联
通、电信3家共同建设运营，4/5G
信号分别覆盖冬奥组委办公区周
边、滑雪大跳台中心周边、四块冰
周边等重要区域。

2021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做好
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工
作，认真抓好落实，全力推动服务
保障冬奥重点项目实施落地。计划
2021年7月，滑雪大跳台中心项目
竣工。冬奥周边环境整治工程，正
完善环境整治设计方案，计划实施

沿街10 米景观和拆除区域绿化美
化工作，计划2021年 6月开工，9
月完工。北辛安路南段和锅炉厂
南路两条主干路计划 2021 年 9 月
底通车；冬奥场馆周边四高炉南
路、修理厂西路等道路计划 2021

年 10 月具备通车条件；苹果园综
合交通枢纽计划 2021 年底完工，
实现地铁 1 号线、6 号线、S1 线换
乘；M11线西段 （冬奥支线） 和S1
线金苹区间计划 2021 年底前实现
运营。

北京石景山：

冬奥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今年将全部完工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
魏梦佳 谢昊）记者从7日召开的
北京市延庆区两会获悉，“绿色办
奥”理念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建
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截至目前，
延庆赛区核心区及周围地区已完成
202万平方米的生态修复工作，完
成总计划的94%。

冬奥延庆赛区生态建设小组负
责人刘娜利介绍，从赛区规划到建
设，生态修复一直被纳入通盘考
量，一体化推进。早在场馆建设
前期，北京市延庆区委、区政府
就组织开展了动植物资源现状和
潜在影响的调查评估，编制了
《冬奥会延庆赛区生态环境本底
调查报告》，通过全域航拍勘测
的方式，确定了总面积214万平方

米的175处生态修复地块，明确了
需修复的点位。

为提升生态修复的专业性，延
庆专门邀请了来自北京林业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的
20多位专家教授组成冬奥延庆赛
区专家顾问团，设立了植被与景观
恢复、地灾与水土保持、水文与水
环境3个专题专家组，针对冬奥延
庆赛区生态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展开
研讨，寻求解决方案。

在专家团队指导下，施工方
形成了科学的生态修复方案及复
杂地块“一场一策”的修复决策。工
作人员采用多种先进技术，对冬奥
延庆赛区核心区进行生态修复，同
时在赛区栽植下乔木7万株、灌木
31万株。

延庆赛区生态修复工程完工94%

新华社东京 1 月 7 日电 （记者
王子江） 东京都政府7日宣布，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重，在东京都各
个市、区进行的奥运会圣火巡展活动
将暂时停止。

东京都政府在发表的一份声明
中称，这一决定是为了“减少人
员流动和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进
一步传播”。

储存在铜制火种灯里的奥运圣火
去年9月1日至11月1日在日本奥林匹克
博物馆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展览，同时
展出的还有奥运会和残奥会火炬。从去
年11月2日开始，圣火和火炬开始在东
京都下属的23个特别区、26个市、5个
町、8个村进行巡展。到今年1月6日

前，圣火已经结束了在13个地点的展
览。

与东京奥运会一样，奥运圣火的
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去年3月12日
在希腊的点火仪式开始，没有一项活
动能够按照计划进行。火炬接力本来
计划在3月26日举行，奥运会在24日
被宣布推迟，火炬接力也被迫全部取
消。4月2日，圣火在福岛开始计划一
个月的公开展览，但因为全国进入紧
急状态，展览只进行了几天就被紧急
叫停。

根据东京奥组委公布的最新奥运
火炬接力方案，接力将于3月25日从
2011年地震海啸灾区福岛出发，在全
日本进行为期121天的传递。

东京宣布暂停奥运圣火展览活动

新华社吉隆坡1月7日电（记者
林昊）亚足联以及2023年亚洲杯中
国组委会7日宣布，2023年中国亚洲
杯将于2023年 6月 16日至7月 16日
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
西安、大连、青岛、厦门和苏州共10
座城市举行。

2023中国亚洲杯将是第18届亚
洲杯，有24支球队参赛。

亚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相比为
期 28 天的 2019 年阿联酋亚洲杯，
2023年中国亚洲杯将持续31天，将
是赛事历史上时长最长的一届亚洲
杯。这一调整旨在让参赛球队有充裕
的时间恢复体力并往返于赛区之间。

亚足联秘书长温莎·约翰表示，
亚足联相信2023年中国亚洲杯将是

亚洲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伟大的
一届赛事，并赞扬中国组委会已经取
得的进展。“我们知道中国组委会和
中国足协将在2023年实现一项历史
性的赛事。我们已经看到，尽管遇到
了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的挑战，但中
国组委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
得了不可思议的进展。”

2023 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秘
书长史强表示，在赛事举办日期
确定后，中国组委会将能够更加
准确和系统地组织准备工作，现
阶段包括专业足球场建设、竞赛
组织、赛事支持、志愿者项目在
内的准备工作正在按日程顺利推
进，中国组委会将与亚足联合作
举办一项精彩的赛事。

2023年中国亚洲杯举办日期确定

新华社悉尼1月7日电（记者郭阳）
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开赛前
将有一系列网球赛事举行，澳大利亚
网球协会7日公布了这一系列热身赛
的参赛阵容。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澳
大利亚本土选手巴蒂和男单世界排名
第16的比利时名将戈芬都在选手之
列。

从1月31日至2月6日，墨尔本
公园将分别举行两场WTA（女子网
球协会）顶级巡回赛和两场ATP（男
子职业网球协会）250级别巡回赛，
比赛还别出心裁地以亚拉谷、大洋路

等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知名地点
命名。

根据澳网协公布的名单，世界女
单排名前50的选手中有49位都将在
WTA巡回赛上亮相。除巴蒂外，参
赛选手还有23次大满贯冠军得主小
威、世界排名第二的罗马尼亚名将哈
勒普、去年澳网冠军克宁、澳网和美
网双料冠军大坂直美等。

参加 ATP 巡回赛的选手包括比
利时名将戈芬、三度大满贯得主瓦林
卡、俄罗斯选手卡查诺夫、澳大利亚
本土选手克耶高斯等。

2021年澳网热身赛名单出炉

名将巴蒂、戈芬领衔参赛

1月7日，辽宁本钢队球
员郭艾伦（左）在比赛中带
球进攻。

当日，在浙江诸暨举行
的2020-2021赛季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第二阶段第 27轮比赛中，
辽宁本钢队以124比 87战
胜山西汾酒股份队。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新华社沈阳 1月 7日电 （记者

赵洪南）“物映东西——18-19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制造”展览近日
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以可读性
的叙事语言，展现清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盛况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社会景
象，诠释中国制造的最强音。

此次展览由伦敦大学学院应用
考古学中心与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
办，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承办，并
得到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上海
中国航海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和
国际博物馆展览研究基地等境内外
多家机构的支持。展览集结了这些
境内外机构的 243 件展品，品类多

样、工艺精湛。
展览分为“隔海相望——中国外

销艺术品的源与流”“璀璨中国造——
海丝路上的东方奢侈品”“风情汇东
西——中国外销艺术品上的华风欧韵
来样定制”“图像之外——中国外销
工艺品中的生活图景”四个单元。

展出的19世纪混合骨双面绘港
口人物纹折扇，扇骨以银、檀香、象
牙、玳瑁、砗磲等名贵材质组成，扇
面三处开光彩绘港口风景图。辽宁省
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说，港口风景绘
画出现后，港口题材不断出现在外销
艺术品上，尤以折扇居多。此扇应为
一把样板扇，用于向前来订货的买家
展示各种扇骨样板以供其选择。

“18-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制造”主题展开展

诠释中国制造的最强音

近日，临城县
临城镇学区举办趣
味运动会。据悉，
此次活动旨在让全
体教职工在紧张工
作之余，体验到运
动的快乐，增强团
队意识、参与意识
和协作精神。

（米丽宏
李占巧 摄）

聚焦热点 文体讯息

CBA第二阶段：

辽宁本钢胜
山西汾酒股份

新华社东京1月7日电（记者
王子江）日本首相菅义伟7日宣布
东京都及其周边三县进入为期一
个月的紧急状态，但他同时重
申，日本政府举办东京奥运会的
决心不变。

菅义伟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我决心举办一届安全放心
的奥运会。”他表示，一旦疫苗开始
在日本大规模接种，相信日本民众
对奥运会的热情肯定会增加。

自从 2020 年 9 月担任日本首
相以来，菅义伟已经在很多场合
下发表过同样的讲话，进入 2021
年以来的 7 天里，他已经在三个
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奥运会如期举
办的决心，前两次分别是在 1 日
的新年致辞和 4 日的首相府新闻
发布会上。

日本最近新冠疫情形势急转直

下，确诊病例连续创下纪录，而病
例主要集中在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
圈。菅义伟当天宣布，8日至2月7
日东京都及其周边的神奈川县、埼
玉县、千叶县进入紧急状态，这也
是继去年4月以后日本第二次发布
紧急状态。根据要求，举办大规模
活动时入场人数不超过场馆容量的
一半 （上限5000人）。去年9月开
始，由于疫情减缓，日本政府一度
放宽了体育比赛的入场人数，有些
足球和棒球比赛的入场人数甚至达
到数万人。

疫情的恶化给东京奥运会带来
了严峻的考验，按照东京奥组委去
年底制定的计划，奥运会测试赛将
在3月4日重启，第一项比赛是国
际泳联花样游泳奥运会预选赛，这
场比赛原本会有外国运动员到场，
现在看来前景并不乐观。

东京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首相表示决心举办奥运会

新华社巴黎 1月 6日电 （记者
肖亚卓） 经过短暂的冬歇期后，
2020-2021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6
日重燃战火，阿根廷人波切蒂诺也迎
来了他执教巴黎圣日耳曼队后的首场
比赛——客场对阵圣埃蒂安。

然而面对实力远逊于自身的对
手，波帅却没能率队拿到期待中的

“开门红”。在占尽场上优势的局面
下，“大巴黎”最终被对手1:1逼平。

第 19分钟，巴黎圣日耳曼后防
出现失误，盖耶在禁区前沿被断球，
哈莫马接队友传球后冷静施射为圣埃
蒂安取得领先。3分钟后，莫伊塞·
基恩的进球为“大巴黎”将比分扳

平。接下来的比赛，两队创造了数次
破门良机，但均未能把握住。

“大巴黎”的平局也给了联赛
“领头羊”里昂扩大领先优势的机
会。凭借德佩的独中两元，里昂在主
场3:2击败“升班马”朗斯队，目前
以11胜6平1负的战绩，积39分排名
联赛榜首。巴黎圣日耳曼积36分，
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里尔队排名第
二。

当天的另一场比赛中，里尔队在
主场被昂热队以2:1击败。

同日，马赛主场3:1战胜蒙彼利
埃，摩纳哥客场5:2击败洛里昂，斯
特拉斯堡主场5:0大胜尼姆。

法甲综合：

“大巴黎”遭平局 里昂继续领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