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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在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

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

食安全保障，稳住农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

节”
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响，应对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粮、早稻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三农”
战
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增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党中

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全国广大农民要积极投身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北方罕见秋雨

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

活更上一层楼！

十里西畴
熟稻香
秋收时节，各地水稻陆
续 成 熟 ，农 民 忙 着 开 镰 收
割 ，田 间 地 头 稻 谷 飘 香 ，一
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图为
贵州省龙里县湾滩河镇的
水稻陆续成熟，田园一派丰
收景象。
新华社发 龙毅/摄

S 社会

J 经济
国家发改委：
将投放今年第三批中央猪肉储备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2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

了解到，近期生猪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已处于历史
较高水平。为切实做好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本周国家将投放今年第三批中央猪肉储备。

Y 医卫
我国将开展
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
据新华社电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办、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
《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实施方
案》，提出发挥中医治未病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重点围绕全生命周期维护、
重点人群健康管理、
重大
疾病防治，
普及中医药健康知识，
实施中西医综合防
控，
在健康中国行动中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作用。

T 体育

2022 年国庆花坛
将亮相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

女篮世界杯
中国队首战 63 分大胜韩国队

据新华社电（记者 赵旭） 22 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
布了 2022 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
据了解，天安门广场中心将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果篮。
同时，14 组立体花坛将在长安街沿线亮相。据介绍，今年
“祝福祖国”
巨型花果篮顶高 18 米，
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
花坛底部直径 48 米。篮体南侧书写
“祝福祖国”
“1949-2022”
字样，
篮体北侧书写
“喜迎二十大”
字样。党的二十大召开期
间，
“喜迎二十大”
将更换为
“喜庆二十大”
字样。

K 科技
俄美宇航员搭乘
俄罗斯“联盟 MS-22”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
据新华社电（记者 黄河）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 21
日说，俄“联盟 MS-22”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2
名俄罗斯宇航员和 1 名美国宇航员顺利进入国际空间站。

据新华社电（记者 王琪 岳东兴） 2022 年女篮
世界杯 22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开赛，
中国女篮在小组
赛首场比赛中以 107:44 大胜韩国队。和中国队同
处 A 组的美国队和波多黎各队当天分别击败比利
时队和波黑队。中国队将在 23 日对阵波黑队。

C 彩票开奖台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 2022255 期中奖号码：01、04、05、08、1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第2022110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9、13、15、18、20、28
蓝色球号码：15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第2022255期中奖号码：099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 3”开奖公告
第 2022255 期 中奖号码：339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 5”开奖公告
第 2022255 期 中奖号码：33985

肥西经开区新型家园安置点 C 区工程项目各周边单位及相关利害人：
项目选址位于肥西县上派镇江淮大道与大柏店路交口东南侧，由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经研究，原
则同意肥西经开区新型家园安置点 C 区工程项目规划方案。
我局依法审批了该项目规划方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住建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
规定，现予以公布。
具体规划方案内容可登陆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查询或至现场公示地点（上派镇江淮大道与大柏店路交口东南侧）查看公示牌附图。
咨询电话:68232901 监督电话：68829020
书面反馈意见邮寄地址：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策法规和执法监督科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类别
数值
规划总用地
173550.30㎡
总建筑面积
463270.12㎡
地上总建筑面积 363320.12㎡
地下总建筑面积 99950.00㎡
容积率
2.062
绿地率
40.01%
建筑基底面积
32095.35㎡
建筑密度
18.49%
机动车停车位
3581 辆
非机动车停车位
3757 辆

举报电话：68829020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设计单位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规划公告尺寸以标注为准

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肥西经开区新型家园安置点 C 区工程项目
上派镇江淮大道与大柏店路交口东南侧
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邰工
15056952392

二 O 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制

名称
规划用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建筑占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机动车位总数
非机动车总数

举报监督电话：68829020

数值
53250.68㎡
165176.93㎡
111293.08㎡
53883.84㎡
8890.75㎡
2.0
16.70%
43.21㎡
1593 辆
1770 辆

肥西 FX202235 号地块项目周边各单位及相关利害人:
项目位于肥西经开区石门路与青龙潭路交口东南角，由肥西和顺地产有限公司建设。经研究，原则同意肥西 FX202235 号地块项目规划方案。
我局依法审批了该项目规划方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住建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现予以公布。
具体规划方案内容可登录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查询或至现场公示地点(肥西县石门路与弹性道路交口西南角)查看公示牌附录图。
咨询电话:68232901
监督电话:68829020
书面反馈意见邮件地址: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政策法规和执法督查科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设计单位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规划公示尺寸以标注为主

肥西和顺地产有限公司
肥西 FX202235 号地块项目
肥西经开区石门路与青龙潭路交口东南角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工
15905652583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