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责编 张勇 校对 黄延

8530000

万象 07

报料热线：

关注

社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投放今年第三批中央猪肉储备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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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生

猪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继续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必要时
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并指导各地同步投放地方政府猪肉
储备。建议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决策，保持正常
出栏节奏、顺势出栏育肥猪，不盲目压栏惜售，不盲目开展
二次育肥。

国内

图说

人民法院建立健全
预防治理和保障老年人权益的长效机制

黄合杭高铁湖杭段建成通车
杭州西站启用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 齐琪 罗沙）记者从
最高人民法院获悉，2022 年 4 月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 9 月 16 日，全国法院受理养老诈
骗刑事案件共 2014 件。人民法院建立健全预防治理和保
障老年人权益的长效机制，依法严惩养老诈骗犯罪，切实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据悉，人民法院重点打击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
“养老项目”
、销售“养老产品”
、宣称“以房养老”
、代办“养
老保险”
、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的各类养老诈骗犯
罪。专项行动以来截至 9 月 16 日，全国法院受理养老诈
骗刑事案件共 2014 件。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以及其他严
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案件的主要犯罪分子，该重判
的坚决依法重判。

9 月 19 日拍摄的杭州西站（无人机照片）。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杭州
亚运会重要配套工程——合杭高铁湖州至杭州段（简
称合杭高铁湖杭段）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开通运营，沿线
杭州西站同步投入使用。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今年首批越冬候鸟飞抵鄱阳湖
据新华社南昌 9 月 22 日电（记者 陈毓珊）江西鄱阳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近日在江西省都昌县马影
湖发现 9 只越冬白琵鹭，这是鄱阳湖区今秋监测到的首批
越冬候鸟，标志着鄱阳湖候鸟越冬季拉开序幕。
工作人员通过比对多年监测记录发现，自 2013 年以
来，马影湖已连续 10 年成为首批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
第一站，
而今年白琵鹭的到达时间比去年晚了 11 天。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国际重要湿地，也是亚洲
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飞抵鄱阳湖区
越冬，高峰期超 70 万只。

稻田作画迎丰收

国际
美联储连续第三次加息 75 个基点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1 日电（记者 熊茂伶）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 21 日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75 个基点到 3%至 3.25%
之间。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三次加息 75 个基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为了将目前的高通胀降至美联储目标水平，
美国经济将经
历一段低于趋势水平的增长时期，劳动力市场也会走软，
但这是需要承担的痛苦，
因为恢复价格稳定尤为重要。

9 月 21 日，游客在重庆大足五彩田园的稻田里游
玩。
近日，重庆市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隆平五彩田园
丰收在即，巨型稻田画勾勒出金秋壮美景象，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俄美宇航员搭乘
俄罗斯
“联盟MS-22”
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

军事
以色列成功试射新型远程反舰导弹

据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21 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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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说，此次进入国际空间站的 3 名宇
航员分别是来自俄罗斯的谢尔盖·普罗科皮耶夫和德米
特里·佩捷林，以及来自美国的弗朗西斯科·鲁比奥。他
们将在国际空间站工作 188 天。这是俄罗斯国家航天公
司与美国航天局签署
“交叉飞行”协议后的首次合作。

新华社耶路撒冷 9 月 21 日电 以色列国防军 21 日
发表声明说，以海军成功测试了“加百利 5 号”新型远
程反舰导弹系统。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视频显示，
导弹自
“萨尔6”
型护
卫舰上发射，
成功摧毁了一艘目标靶船。声明说，
测试证
实了
“加百利5号”
摧毁多种目标的优越能力，
该导弹系统
的作战开发是以色列海上防御领域的又一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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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
傅政华受贿、徇私枉法案一审宣判
据新华社长春 9 月 22 日电 2022 年 9 月 22
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全国
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受贿、
徇私枉法一案，对被告人傅政华以受贿罪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
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假释，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决定
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
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
刑、假释；对傅政华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
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5 年至 2021 年，被告人傅政
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局长，
北京市委
常委，
公安部副部长，
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司法部
部长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
职务调整、
案件处理
等方面提供帮助，
本人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
受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1.17 亿余元。2014 年至
2015年，
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
对
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
不
依法处置，
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宋太平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太原 9 月 22 日电 2022 年 9 月 22
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
宋太平受贿一案。
运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2005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宋太平利用担任河北省人事厅厅长、
河北省保定市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
任用、职工录用等方面提供帮助。2003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被告人宋太平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6949 万余元。检察机关
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宋太平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
宋太平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
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宋太平进行了最
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
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科技
大闸蟹为何能断肢再生？
上海科研人员揭开秘密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22 日电（记者 吴振东）记
者从上海海洋大学获悉，
由该校科研团队牵头的
中华绒螯蟹基因组与断肢再生研究取得突破。
中华绒螯蟹俗名大闸蟹。上海海洋大学科
研团队联合中外研究人员，利用第三代测序、高
通量染色体构象捕获等技术，进行了长江水系
中华绒螯蟹的全基因组测序和组装，最终获得
染色体水平的精细基因组图谱，共鉴定出 20286
个蛋白编码基因。
在此基础上，
科研人员进行比较基因组学分
析，
通过对断肢再生不同发育时期的比较转录组
和基因共表达分析发现，
Innexin 基因家族在中华
绒螯蟹断肢再生的早期发挥了重要的分子信号
传导作用，其中 Innexin2 基因通过引导下游基因
发挥作用，
介导了中华绒螯蟹的断肢再生过程。

市社会福利院招聘
厨师（红案）1名。要求：
年龄25岁
以上，
身体健康，
无传染病及传染病史；
具有良好的道德及职业素养，责任心
强；
持有二级及以上厨师证书及 3 年以
上厨师工作经验。工资待遇：
面议。
医 生 1 名 。 要 求 ：年 龄 30 岁 以
上，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分
诊工作 2 年以上，责任心强，热爱养老
护理工作。工资待遇：
面议。
水电工 1 名。要求：男性，年龄 55
周岁以下，品行端正，身体健康，能吃
苦耐劳，责任心强。持有效的水电工

技能证，
待遇面议。
养老护理员 50 名。要求：年龄 50
周岁以下，女性，文化程度小学以上，
身体条件好，有经验者可放宽至 55 周
岁。工资待遇：上一休一，2300 元/月，
上二休一，
3550 元/月。
单位福利：符合条件者享有保险
待遇，四节福利（春节，三八，端午，中
秋），高温补贴，生日福利，工龄补贴，
培训等。
联系人：
殷女士 电话：13970275077
地 址：
九江市浔阳区李家垅南路2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