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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昨日，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主办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
2018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公布
了 2018 年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及国外一项
考古新发现， 其中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
址入选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
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荆门市博物馆与沙洋县文物管理所共同主持
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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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 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
了更全面的信息， 并将有力推动我们深入认
识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
此次公布入选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的还
有
“
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
“
陕西延安市芦山峁
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
址”
“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和
“
河北张家口市太子
城金代城址”，国外一项考古新发现为
“
洪都拉
斯玛雅文明科潘遗址 8N-11 号贵族居址”。

申办旅游行政许可时须进行信用承诺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陈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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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遗址在 1983 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
2012 年——
—2017 年， 进行了五次发掘和系
统钻探， 确认该遗址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
家河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面积约 70 万平方
米，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及祭祀遗
存， 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
会的发展。 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
现的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
地， 改变了屈家岭文化只见城址不见大型墓
葬的现状。 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系统

（
） 近日，我市
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审批和导游证核发正式启用信用承诺制度。1
月 7 日， 荆门新亚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在办
理旅行社变更登记业务时， 庄严做出了维护
规范有序的旅游市场秩序、 营造诚实守信的
信用环境、 共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信
用承诺。 该公司是我市首家做出信用承诺的
旅行社。
建立信用承诺制度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
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的重要内容， 是创新社

会治理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举措，
是推动市场主体自我约束、 诚信经营的重要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
手段，是深化
内在要求。
市行政审批局积极响应国家、省、市有
关精神，对申请行政许可的旅行社和导游一
律要求做出信用承诺，承诺本单位(个人)严
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全面履行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承诺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合
法、真实、有效,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
责；承诺严格依法规范诚信地开展旅游经营

服务活动，主动接受行业监管，自觉接受依
法开展的日常检查；违法失信后将自愿接受
约束和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承诺自
觉接受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
舆论的监督检查；承诺向社会公示信用信息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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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水总公司积极应对严寒天气

京山记者站：13581327777
沙洋记者站：13451192264

家庭供水设施请注意做好防护

钟祥记者站：13872946112

（
）雨雪降温天
气，极易发生户外供水设施冻损现象。市供水
总公司日前发出提示，请市民积极参与、配合
做好供水设施（小区内管道、户外立管、水表、
水箱等）防冻应对措施。
目前， 市供水总公司已成立防雪抗冻安
全供水应急领导小组，启动应急响应，并提前
做好了供水生产、管道抢修、施工作业等方面
准备，相关工作人员 24 小时待命，随时应对
供水安全突发事件。用水出现问题时，请及时
拨打 24 小时供水服务热线 2304699 反映。

掇刀记者站：1390869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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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水表冻裂， 市民要注意保持水表
井干燥，避免水浸泡供水设施；盖严箱盖的同
时可将破棉絮、 草垫等保暖物品覆盖在水表
井内的供水设施上； 下雪后及时将水表井盖
上的积雪清除， 避免积雪融化后流入水表井
内； 露在外面的供用水设施要及时用保暖材
料加厚包裹。
低温天气，市民要关闭阳台、厨房、卫生
间等安装有供水设施房间的门窗以及所有朝
北房间的窗户，保持室内温度高于 0 摄氏度，
避免室内管道冻结。 采用水箱进行二次供水

的用户， 应盖好水箱顶盖并将水箱的上下水
管及阀门等用保温材料裹紧捆扎。 为防止水
管上冻，夜晚可少许拧开水龙头，保持线状流
水。市民若长期外出，离家前请将水表前阀门
关闭，以防止因水管冻裂或冻结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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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送豪礼结果公布
—听说你好像中奖了！
1 月 9 日晚，“迎新大回馈，3D 送豪
礼”第四期中奖名单火热出炉(见表格)，请
中一、 二等奖的幸运彩民注意电话通知，
中三等奖的彩民请凭中奖抽奖券到任意

投注站兑奖。 当然，没有中奖的彩民朋友
也不要灰心，毕竟“迎新大回馈，3D 送豪
礼”回馈活动最后一期已经开始了，赶紧
抓紧时间购买
“3D”吧！

活动介绍
“迎新大回馈，3D 送豪礼” 活动从
2018 年 12 月 12 日持续到 2019 年 1 月
15 日。 活动期间，凡购买我省福彩 3D 单
张彩票达 20 元均可获赠一张抽奖券，凭
此抽奖券报名即可参与抽奖，一等奖为华
为 P20 Pro（6+128GB）手机 1 部；二等
奖为价值 1000 元京东 E 卡 1 张；三等奖
为价值 100 元彩票兑换券。省福彩中心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起， 每周三从上周报
名数据中抽出一等奖 30 个， 二等奖 330
个，三等奖 6000 个。
温馨提示：请妥善保管抽奖券，本次
活动凭抽奖券兑奖。 中奖彩民接到电话通
知后，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和中奖抽奖券到
所在市州管理站兑奖，三等奖中奖者凭中
奖抽奖券到任意投注站兑奖。

福彩提示：网上彩票一律非法，请到实体店购买福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