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首批拥有“电子身份证”的螃蟹，出口香港

苗种精挑细选，蟹爪有一点点磨损也不能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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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城乡建设局道路挖掘审批公示

序号 开挖申请单位 开挖地段 开挖缘由
开 挖 面 积

长度（m）*宽度（m）=面积（㎡ ）
开挖时间

（年月日-年月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中铁十二局
中铁十一局

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
常州东南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常州市排水公司

江苏常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常州市同和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意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华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和平北路 延陵西路
中吴大道与和平路口

青枫公园站等15个站点
横塘河东路与新堂北路

复兴路与中吴大道交叉口
雕庄路与中吴大道 劳动东路交叉口

劳动中路等70处
中吴大道北侧 劳动路南侧

三堡街 西仓街 西河沿
龙城大道（华山路-长江北路）

星港路 勤业路
清潭路木梳路等34条道路

勤业路与大仓路交界处
东城路

北大街 东横街
清凉东路

白云路（星园路-龙江路）
丽华路-离宫路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管线迁改
敷设污水管
道路顺接
道路顺接

敷设电源管线
敷设供电管
道路改造

敷设污水管
地质勘察

监控设施建设
道路顺接敷设燃气管

开设永久道口
敷设供电管

敷设自来水管
铸铁管改造
敷设燃气管

沥青31146㎡
沥青12101㎡
沥青28549㎡

沥青116㎡彩道板656㎡顶管118 m
沥青100㎡
沥青250㎡

彩道板70㎡沥青12㎡
砼20㎡顶管60 m

沥青12730㎡
彩道板18㎡沥青264㎡
彩道板45㎡沥青101㎡
彩道板250㎡沥青48㎡

沥青675㎡
沥青98㎡

彩道板18㎡
彩道板10㎡
沥青500㎡
沥青43㎡

15.04.08-18.10.30
15.04.17-18.10.31
16.09.14-17.04.30
15.12.25-16.12.14
16.05.26-16.11.30
16.06.09-16.11.30
16.07.13-16.12.31
16.08.09-16.10.30
16.08.10-16.10.30
16.08.20-16.12.31
16.07.31-16.12.31
16.08.20-16.11.15
16.09.15-16.12.15
16.09.28-16.11.01
16.09.28-16.10.24
16.09.29-16.10.30
16.10.05-16.11.10
16.10.13-16.10.30

注：挖掘道路的施工现场要用护栏围护，并设置明显安全标志，夜间设置警示灯标志，提示行人和车辆安全通行,施工单位需在开挖申请期内完成道路开挖工作，欢迎广大市民监督。监督电话：88029212 88029213

正是因为如此精细的养殖方式，
“满堂红”出产的清水大闸蟹被评为
无公害农产品、常州市名优农产品、
武进区十大农家招牌菜。

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常州第一批
拥有“电子身份证”的螃蟹，每批蟹的
外包装上都有电子溯源码，消费者通
过这个溯源码，可以及时了解螃蟹的
投喂品、用药等详细情况，以及详细
的物流信息、螃蟹已经出水多少天。
一旦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消费者可根
据“电子身份证”信息，迅速锁定具体
的养殖户。

满堂红公司负责人杨先生表示，

有些养蟹的人是不会从消费者角度
考虑蟹的品质的，他们“只要能卖就
好”。“满堂红”是在做蟹，做，讲究的
是用心和技艺，也许产量不高，但是
出来的都是高品质蟹。“满堂红”主攻
高品质蟹，因为用心做，所以才能出
口香港。 张雷震 胡艳 文摄

本 报 讯 17 日 ，江
海相连——江苏澳门书
画作品展在西太湖美术
馆开幕，来自两地的 8
位艺术家近 100 幅书画
作品亮相。澳门书画研
究院常州西太湖创作基
地也于当天揭牌。

此次参展的 8 位艺
术家分别是：澳门美协
会长黎鹰、副会长廖文
畅、澳门书画研究院院
长孙蒋涛、澳门书法院
院长陈颂声，南京师大
美术馆馆长张正民、江
苏省国画院艺委会委员
叶烂、常州市书协主席
叶鹏飞、武进区美协主
席周晓东。黎鹰、廖文
畅都是澳门水彩画界的
佼佼者，其他几位书画
家作品也特色鲜明。

展 览 将 持 续 至 11
月16日。

（刘懿 王广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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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拥有“电子身份证”，出现质量问题可溯源，尤为严苛的是——

蟹爪有一点点磨损，也不能叫“满堂红”
提起“满堂红”，本市的吃货对这个名字或许并不陌生。常

州市满堂红农业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以水产养殖为主业的农
业企业，旗下有多个著名的大闸蟹品牌：“一网鲜”、“萃鲜”，最
有名的还要数“黄天荡”。

一个传奇的村落，诞生了螃蟹养殖合作社

常州养殖螃蟹的人家不
少，最有名的当数分布在长荡
湖周边的金坛和溧阳的养殖基
地了。

相比较而言，远离长荡湖
水域的“黄天荡”大闸蟹显得低
调了许多。

出产“黄天荡”螃蟹的基
地，位于天宁区郑陆镇，这里有
个黄天荡村，早年荡北芦苇遍
布，是野鸟和鱼类的天堂。这
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村子仍保留
着一些明清古建，“黄天荡”三

个字，相传就是清朝乾隆皇帝
下江南时题留的，同时还御赐
黄天荡清水大闸蟹“金爪玉脐”
的美称。

不管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历
史，那样的荣誉只属于过去。
不过，今天的黄天荡村，水网密
布，村容优美，生态环境良好，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先决条件，
2004 年，常州市黄天荡螃蟹专
业合作社应运而生，全社现有
螃蟹养殖户 200 多户，养殖面
积6000余亩。

养蟹的人都知道，好的蟹苗是
决定当年大闸蟹养殖成功与否的
关键。“满堂红”的蟹苗都是精心挑
选而来，采用健康的正宗中华绒螯
蟹蟹苗，每只苗种都要经过检查，
蟹爪哪怕只有一点点磨损也不能
入选。

春天下苗，秋冬起塘。在长达数
月的养殖期内，为保证成品蟹的质
量，在传统种植水草、放养螺蛳、投放
冻鱼、小麦、玉米等饲料的基础上，公
司还专门采购了饲料原料，为螃蟹定
制饲料。

如今，公司在养殖河塘都建立了

标准化塘口，进排水独立，并设立净
化池，减少冰鲜鱼的投放，改善水质，
安装微孔增氧设备。2013 年，公司
还进行了循环水建设工程，养殖水域
达到国家级养殖水要求；2014 年，公
司又引进了智能化农业系统，对养殖
水域的溶氧、PH值、水温等数据进行
实时追踪。

农业发展要跟上现代科技，如
今，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养殖
模式，满堂红公司通过引进新品种、
应用养殖技术规范、质量监控、二维
码追溯体系，与苏州大学长期建立合
作关系，寻求科技支撑。

苏澳书画家
联袂办展

周三002 亚冠
首尔FC VS 全北现代

（单场赛事）
胜平负推荐：胜

周三006 欧冠
那不勒斯 VS 贝西克塔斯

胜平负推荐：胜

周三003 欧冠
阿森纳 VS 卢多戈雷茨

胜平负推荐：胜

周三010 欧冠
罗斯托夫 VS 马竞

胜平负推荐：负

10 月 17 日，体彩大乐透第
16122 期开奖，全国一等奖无
人中出，奖池涨至36.03亿元。

体彩大乐透第 16122 期的
中奖号码为：前区“01、03、12、
14、29”；后区“02、06”。当期
一等奖全国无人中出。二等奖
奖金走高，全国中出 39 注，单
注奖金高达22.98万多元，其中

12 注追加投注，每注可多拿奖
金13.78万多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达到36.77万多元；
三等奖井喷 591 注，单注奖金
5139元，其中354注追加投注，
每注可多拿奖金 3083 元，追加
后 三 等 奖 单 注 总 奖 金 达 到
8222元。

值得一提的是，当期黑龙

江哈尔滨市一家体彩网点共中
出 200 注三等奖，分为四张中
奖彩票，每张中奖彩票均是 50
倍投注的 5 注单式票，进行追
加投注后，每张彩票投注金额
为 750 元，最后各中出 50 注追
加三等奖，单张彩票总奖金为
41 万多元，四张彩票总奖金达
到 164 万多元。由于四张彩票

出票时间前后仅相差十几秒，
因此极可能为一人所中。如果
猜测属实，若按追加投注后一
等奖奖金为 800 万元计算，这
位幸运儿因一个前区号码之
差，与16亿元巨奖擦肩而过。

由于当期一等奖空开，体
彩大乐透奖池较上期大幅上
涨，达到 36.03 亿元，历史上首

次突破36亿元大关。
10 月 19 日，体彩大乐透将

迎来第 16123 期开奖，届时 2
元可中 1000 万元，3 元追加最
高可中1600万元。

国彩

体彩大乐透奖池突破36亿元 黑龙江一人或险中1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