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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
开奖公告

彩种 期数 日期 开奖号码

福彩3D 2022161期 2022-06-20 7 7 2
双色球 2022069期 2022-06-19 06 07 13 19 26 29+08
七乐彩 2022069期 2022-06-20 06 07 13 19 20 28 29 04
15选5 2022161期 2022-06-20 03 05 06 12 14
东方6+1 2022069期 2022-06-20 6 9 4 8 2 8 猪
快乐8 2022161期 2022-06-20 05 06 13 14 16 17 18 20 22 25

32 45 47 51 61 67 73 76 77 79

双色球22069期：头奖井喷20注551万，奖池18.39亿
6月1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22069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6、07、13、19、26、29，蓝球

号码为08。

当期双色球头奖井喷20注，单注奖金为551万多元。这

20注一等奖花落12地：浙江3注，福建1注，重庆1注，湖北

2注，湖南3注，广东1注，广西4注，海南1注，四川1注，贵

州1注，云南1注，陕西1注。

二等奖开出216注，单注金额5万多元。当期末等奖开

出1545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3:3，三区比为2:2:2；奇偶比为

4:2。其中，红球开出两枚斜连号06、13；三枚重号07、26、29；

三枚隔号13、26、29；一组二连号06、07；两组同尾号06、26、

19、29；蓝球则开出08。

当期全国销量为3.80亿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

为18.39亿多元。下期，彩民依然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

（来源：中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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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7月5日至2022年7月19日，到池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获取挂牌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7月10日至2022年7月20日，到池州市清风西路125号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科按要求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20日17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7月20日17时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池州市清风西路129号），挂牌时间

为：2022年7月10日8时至2022年7月21日17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现状净地；挂牌起始价为13000万元（总价）；加价幅度200万元/次。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池州市清风西路125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
联系电话：（0566）2819126
联 系 人：夏先生 蒋先生
开户单位：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池阳支行
账 号：1316014338000114034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0日

池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池自然资规挂告字〔2022〕5号

编
号

1

地块
名称

沿江路以
北、铜冠
码头以
西、长江
大堤以南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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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路以北、
铜冠码头以
西、长江大堤

以南

土地
面积
（m2）

12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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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其他商
服用地

（物流仓
储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不大于
1.2

建筑
密度
（%）

不大于
40%

绿地率
（%）

不小于
15%

出让年限
（年）

40

挂牌起
始价（万元、

总价）

1300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6000

估价报告
备案 号

3403422B
B0024

违法停车车辆号码：（皖 R）蓝牌 02405 02819
10CC9 11805 15117 15280 18870 19945
19951 25680 34093 51531 58756 63243
64887 65039 90250 90855 91086 95822
A0147 A0690 A0807 A2393 A2922 A5096
A9569 B0739 B8075 B9192 C0501 C5529
C5575 D0827 D1256 D1525 D6800 D7001
E2759 E6292 E8730 E9449 F0157 F5821
F7036 F9988 FT806 G8689 H169H J4710
J9225 JL826 JZ120 K6829 K8383 L3625
L5608 LL948 LP301 M3227 M3393 M6930
N0711 N9961 P8688 Q0712 Q6219 Q6765
Q8031 Q8315 S2715 S7361 S7800 S9396
TT999 U0578 U2636 U3119 V1506 V9862
W0151 W123B W2019 W5731 W6228 X3913
XT009 Y0306 Y6070 YC698 Z8181 Z8960
Z917Y ZS899 川 RYB231 赣 C8365S 赣 D78B75

沪 A4M755 沪 DF7890 沪 FK7551 津 AGT229
苏 C6176X 苏 C708W0 苏 F9V9S2 苏 NBZ892
苏 U57967 皖 A20250 皖 A2JG88 皖 A3FR35
皖 A708GB 皖 A71B84 皖 A7XD65 皖 A9WF18
皖 AE673E 皖 AL682B 皖 AQ3P58 皖 AQ8A23
皖 B2U511 皖 B56P21 皖 BK5767 皖 CV1863
皖 DSA657 皖 EAR227 皖 H33Y32 皖 H7H937
豫 N62D9Y 豫 NPM162 浙 AWG193 浙 C2LT37
浙 D1F8Y3 浙 FL1G78 皖 RD08876 绿
皖RD08925绿

车辆违法信息已传至公安交警信息平台，请驾驶员到
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及手机下载交管12123接
受处理，否则将影响机动车年审。

池州市贵池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2年6月22日

池州市贵池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城区违法停车曝光台

这是国际秩序加速调整的变革年代，这
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关键时刻。

放眼世界，大国博弈加剧，传统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经济复苏疲软，全球
性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全球治理赤字日益
高企，人类社会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呼唤新
的理念指引前路。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面对前
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秉持天
下胸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开拓新思路，探索新路
径，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进步提
供思想启迪。

勇毅担当 回答时代之问

“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
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
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
的。”

2022年 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
坛 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沿用“同乘大船”之
喻形象地道明，在这个经历了长久全球化历
程的世界上，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
有深刻认识到命运与共的现实，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才有可能战胜重重挑战威胁，走
向光明。

“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面对疫情、安全等诸多方面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国际场合反复呼吁世界各
国要携手同心、共克时艰，为破解当前全球
治理赤字指明方向。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警示，全球发展到了“紧急时刻”。

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出发，
习近平主席把握历史规律，顺应时代潮流，
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为破解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提供
中国方案。

“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
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

“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拆墙而不筑墙、
融合而不脱钩、包容而不排他，以公平正义
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
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要在彼此尊重中共

同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
一次次切中肯綮的阐释，一次次真诚恳

切的呼吁。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治理观，
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为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注入时代动力。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践行平等尊
重、团结合作的秩序观，主张开放、融通、
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多年来，中国不断
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也为构建一个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勾勒出越来越
清晰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治理观，超越了
数百年来国际秩序变迁背后弱肉强食、赢者
通吃的陈旧“世界观”，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
新境界。

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说，中国的全球
治理主张丰富而全面，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把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联系
在一起。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
员罗斯·特里尔认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
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对中国和世界各
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给国际格局
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动力。

梦想照进现实，只因努力从未停歇。“中
国愿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探索合
作思路，创新合作模式，不断丰富新形势下
多边主义实践。”

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机构的创设，到共建

“一带一路”的累累硕果，中国通过高质量的
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积极搭建国际合作新
平台，不断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为全球
治理的增量改革探索路径。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金平说，在全球治理赤字不断扩大的背景
下，中国为重振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信心，构
建开放多元的世界经济，开辟包容性增长和
可持续发展新路，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天下为公 开辟和合新路

2022年 5月 31日，蒙内铁路五岁了。这
条习近平主席关心的非洲“繁荣之路”，为当

地百姓开启了通向美好未来的希望之窗。
肯尼亚鲜花、茶叶出口商有了更高效快

捷的运输方式；制造商运营成本降低、供应
链效率提高；肯尼亚与多国互联互通和经贸
往来持续加强——“连接国家，走向繁荣”
的列车标语正成为现实。

中国方案，倡导共同发展的繁荣之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在两千多

年前，中国先贤就深情描述了天下大同的理
想图景，这也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
精神追求。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
裕才是真富裕。”“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
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是今
天的中国人在自身努力创造更加幸福生活的
同时，也尽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初衷。

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迎接
四海宾朋；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机制等不断走深走实；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让东部非洲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
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凝聚发展
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中国与世界各国奏响
共同发展的“交响乐”。

面对后疫情时代南北鸿沟扩大，发展合
作动能减弱，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为实现 2030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方案，彰显和合共生的和平理念。
面对层出不穷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习近平主席不久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呼吁世界各国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
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提
供了新方向。

全球安全倡议的背后，是底蕴深厚的中
国“和合”文化。全球安全倡议包含能够破
解全球安全困境的整体思维、和合思想、辩
证法则，彰显出中国人善于维护和平的优秀
传统智慧底蕴。“全球安全倡议将使世界更加
稳定”“世界要想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新
安全治理体系，就应该按照全球安全倡议开
展行动”，全球安全倡议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共
鸣。

乌克兰危机牵动世界，中方始终站在和
平一边，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客观公正，先
后提出五点立场和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的六点
倡议，为化解危机、缓和局势贡献中国智
慧，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高度肯定。

从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
促进中东和平稳定五点倡议，到积极推动伊
核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面对层出不穷的
热点问题，中国坚定站在和平对话一边、站
在公道正义一边，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持
续注入宝贵的“和力量”。

中国方案，体现对话协商的相处之道。
“世界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全球性挑战

日益上升，应该也只能通过对话合作解决。”
2020年 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 75周
年纪念峰会上呼吁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
办”。这一多边主义的中国表达，诠释着国际
关系民主化的真谛，蕴含着中国对推动国际
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刻思考。

面对国际上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逆流横
行，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
各国共同掌握，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针
对“一国独霸”“几方共治”等错误倾向，
习近平主席指出，“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
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
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
用，不合则弃”；面对国际竞争摩擦上升，国
际信任与合作遭受侵蚀，习近平主席呼吁，
各国“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
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始终坚持对话而不
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努力扩大利益汇合
点、画出最大同心圆。非盟委员会前副主席
姆文查说，习近平主席关于建立公正合理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赢得国际社会广
泛支持。

命运与共 书写文明新篇

近期，一部名为 《窗外是蓝星》 的“太
空电影”刷屏了。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以宇宙
视角拍摄下他们眼中这颗壮美的蓝色星球，
人类共同而唯一的家园。

航天员的视角，可以给人类深远的启
发：在茫茫宇宙中，人类有缘相聚在这颗蓝
色的星球，没有理由不风雨同舟，携手同
行，共同创造幸福和谐的人类文明。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治理观，开启命运与
共的“全人类视角”，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凝聚
共同前行的精神合力。

引领抗疫国际合作方向，与世界分享抗
疫技术与经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与世界分享减贫经验，支持和
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
除贫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情
怀，体现在中国担当国际道义的一桩桩切实
行动中。

委内瑞拉新兴经济体发展高等研究中心
学术研究主任路易斯·德尔加罗说，中国以实
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
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环顾世界，一些人试图以“文明冲突
论”“种族优越论”“制度对抗论”等制造偏
见仇恨，挑动意识形态对抗，加剧世界面临
的分裂对立风险。

“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
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
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温暖的话语，彰显中国领导人开阔的文明视
野和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

五千年深厚文化积淀，塑造了中华文明
兼容并蓄的开放胸襟，凝聚起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
神内核，孕育出中国文明深厚的“共同体”
意识。

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观体现的是一种超
越对抗的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将世界作为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治理路径设计，是
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秉
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宏大实践。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中国提供了一种
“新的可能”，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
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
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刻诠释了合作、和平
与发展的真谛，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诉
求。”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说：“正如习近平
主席向我们传达的，人类应有更好的合作、
更深入的相互理解和更广泛的和平。”

延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传
承，持守“协和万邦”、“和实生物”的精神
追求，从历史的风高浪急中闯出，向着未来
的碧海长天驶去。中国将继续胸怀天下、笃
行担当，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道，汇聚
和平发展的磅礴力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
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记者：韩梁
郑汉根 王雅晨 参与记者：陈杉、魏梦佳、
丁静、闫洁、刘锴）

胸怀天下谋大同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治理观深刻启迪世界

★池州市金亿源酒店有限公司：2018年1月3号核发的JY23417030004639号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池州市金亿源酒店有限公司：核准号为J3790002114101、编号为361001644529的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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