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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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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号码 0 2 2 2 2 9 生肖号码狗“东方6+1”玩法（第2021143期）

全国投注总额：532094元，安徽投注总额：48210元。奖池奖金：92330986元。

02101314161820特别号码：30基本号码“七乐彩”玩法（第2021143期）

全国投注总额：4350274元，安徽投注总额：1503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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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4 9 4“3D”玩法（第2021333期）

奖等
单选
组三
组六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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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0

每注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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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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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本期投注总额：2080442元，奖池奖金：1912009元。

“双色球”2021年中大奖累计（截止2021142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469
24442

安徽中奖注数
48
938

下期奖池（元)：1142703731；双色球奖池过亿，2元可中1000万!

0305091014中奖号码“乐透型15选5”玩法（第20213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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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市投注总额：600454元，安徽投注总额：110036元。奖池奖金：978082元。

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市分公司设立营销服务部公告
根据宣银保监复【2021】106 号文

件，现将设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宣城市分公司相关营销服务部的
信息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市分公司水阳营销服务部

经营区域：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的批准文件为准。

机构住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
阳镇园林路

机构编码：000002341802002
联系电话：0563-3030050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市分公司狸桥营销服务部

经营区域：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的批准文件为准。

机构住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狸
桥街道九龙山南路

机构编码：000002341802001
联系电话：0563-2700260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泾县支公司榔桥营销服务部

经营区域：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的批准文件为准。
机构住所：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榔桥

镇205国道共和路136号
机构编码：000002341823002
联系电话：0563-5023593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郎溪支公司十字营销服务部

经营区域：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的批准文件为准。

机构住所：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十
字镇通站路东侧商住楼B幢9-12号

机构编码：000002341821001

联系电话：0563-7021720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广德支公司誓节营销服务部

经营区域：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的批准文件为准。

机构住所：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誓
节农机厂商业街AH1栋3-4号房

机构编码：000002341822003
联系电话：0563-602791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

城市分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快完工了，工作人员已经在
检测调试设备了。”日前，在广德市
卢村乡丁冲村雷小湾村民组污水
处理施工现场，该村党委书记李国
政告诉记者。

“以前村里大多数都是旱厕，少
部分自建的化粪池处理污水效果也
不好，味道大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制
约乡村旅游发展。”李国政介绍道。
今年位于该村雷小湾村民组的龙荡
山项目，利用市场化运作，流转农民
土地及闲置空房，由公司运作，打造
精致民宿，吸引八方游客。“为打造宜
居宜游美丽乡村，我们第一时间拆掉
所有旱厕，同时启动污水处理项目，
全力改善生活环境。”李国政说。

近年来，为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力度，该乡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农
村改厕工作，在全乡范围内建设污水
处理设施，目前已有 10 处正常运
行。采取一户一收集设施方式，各家

各户的污水统一排放至收集池，再通
过管网排到村集中污水处理设备终
端进行处理，经过处理后排放出来的
水，可用于绿化浇灌等，沉淀的污泥
经过干化处理后，还能作为绿化肥
料，实现循环再利用。

今年，该乡与第三方运营维护
公司签订协议，将所有污水处理设
施招标交给运维公司统一维护，通
过定期对管网、泵站、池体进行专业
检测，对站点进出水水质进行检测，
确保设备良好运营，出水水质达到
标准要求。

“2016年我乡便在广德率先采
取邀请第三方运营维护污水设施的
方法，摈弃以往只建不护的错误思
维，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年限，让农村
污水真正得到有效治理，老百姓真正
受益。”卢村乡经发办主任刘明明介
绍道。

据了解，这几年由于乡村旅游快

速发展，农家乐和民宿像雨后春笋般
涌现，农村生活污水排量随之增加。
卢村乡有农家乐（民宿）80余家，每
年接待旅客人流量约20万人次，主
要集中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笄
山村，之前该村已有一处污水处理设
施位于八府农庄处，每天处理污水规
模约15吨。为更好地保护绿水青
山，加大污水处理能力，今年该乡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预计投资约120万元在笄
山村再建设一处污水处理设施，目前
该项目正在进行主管网铺设，预计
12月底全面完工，届时将覆盖该村
总人口的60%以上，完工后，笄山村
污水处理设施也将同步纳入运营维
护项目。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推进力度，
创新工作方法，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
污水处理模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促进乡村旅游。”刘明明说道。

泾县讯 连日来，泾县泾川镇全
面开展“三线四区六清”人居环境强
化整治工作，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

据悉，此次泾川镇人居环境整治
是以G205、S206、X095三线，太美-
水西、城西、晏公、高铁新城等泾县城

区四大城市出入口区域为重点，以清
陈年垃圾、清乱堆乱放、清乱涂乱贴、
清畜禽散养、清四类农房、清出店经营
为着力点。为做好整治工作，泾川镇
成立“三线四区六清”环境整治行动指
挥部，保障整治工作协调有序、统筹推
进。根据整治工作要求，该镇一方面

明确时间节点，分联合攻坚、全面提
升、常态化巩固三个阶段推进整治；另
一方面，该镇充分发动“两代表一委
员”、青年志愿者、非公企业志愿者、基
层党员群众、镇全体机关干部五类人
群，组建5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分组
分区就近开展整治。 （江文君）

泾川镇抓实抓细环境整治工作

绩溪讯 日前，绩溪县司法局
开展“送法进企业、护航促发展”
走访宣传活动，为“四送一服”双
千工程联系包保企业提供送法上
门服务。

该局领导与企业负责人针对企
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法律诉

求进行深入交流，讲解与企业及职工
息息相关的《宪法》《安全生产法》等
法律法规，着重强调企业要时刻注意
安全生产问题，积极防范经营风险，
提高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法律
素质，并向企业赠送了《宪法》《民法
典》等宣传资料。普法志愿者还走进

企业办公室、车间，为员工送上《宪
法》《民法典》《安全生产法》《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资料及普法小礼品，并就
员工在生活里碰到的法律问题作了
针对性的分析和解答，引导大家学习
法律知识，不断提升法律素养。

（绩司）

绩溪县司法局送法进企业

卢村乡：建设维护“两手抓”污水治理显实效
■杨帆 特约记者 许韬慧

安康码上线新场景
市民可“码上借书”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依托皖事通平台开

展了多项创新应用，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生活。近

日，该平台又上线了图书馆应用场景，让市民享受

方便快捷的“码上借书”。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通

过数据共享、流程再造，将图书馆借阅系统和门禁

系统直接与安康码应用平台对接，打通数据壁垒，

实现“安康码”与图书馆网络信息化数字综合服务

平台数据共享。只要市民申领了“安康码”，就可

以通过自助设备扫“安康码”进行办理借阅，这也

让公共服务更加安全、高效。

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安康码”图书馆应

用场景，进一步方便了用户的借阅流程，为读者借

书增加了一个新的方式，在读者未携带身份证、读

书证的情况下，也可通过扫码办理，增强了读者的

体验感和满意度，提高了办事效率。 （王骏龙）

经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批准，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园区管理发展中心决定挂牌出让宣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1宗国有工业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位置及基本情况
地块编号：XGXQGY2107，土地坐落：宣城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麒麟大道以北、昭亭北路以西（详见用地红线
图）；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出让面积：19229平方米。

本次公开出让地块以拆除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地上杆
线后的现状土地条件交付。地块内若有地下管线由受让人
自行勘验、迁移，由宣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协
调。建设用地须按照国家和省、市关于土地开发利用相关
文件规定和要求实施建设。(详见出让文件)。

二、挂牌出让地块规划指标要点及竞买保证金等概况
（表格见下）

三、竞买人的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
请。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到宣城市宣州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报名（地址：宣城市梅园路52号宣城市政务服务
中心综合楼六楼东综合交易科）。竞买人的资格审查按《招
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执行。

四、挂牌出让方式
申请人可于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1月4日17:

00时止，到宣城市宣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
文件，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并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竞
买保证金，经审核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到账
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17日17:00时。

挂牌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竞得人在落实具体建设
项目时，应预先到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园区管理发展
中心进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审查，并及时完善
供地和规划手续后，方可到建设部门办理工程开工手续。

本次挂牌出让地块均设有底价，采用增价方式应价，按

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挂牌出让时间和地点：
公开挂牌日期：2022年1月5日至2022年1月18日
挂牌时间：上午8:00—11:30，下午2:30—5:00
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1月18日16:00时
挂牌出让地点：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开标室
六、其它需要公告事项
（一）竞买不成，竞买保证金于本次出让活动结束后5

日内全额退还（不计息）。
（二）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与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若逾期不签订，出让方有权取消其竞得资
格，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受让人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
之日起30日内付清全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若逾期未付清，受让人须承担合同违约责任。

七、联系方式和保证金帐号：

联系电话：0563-3010108 汪女士；
0563-3010061方女士；18805639876 王女士
（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户 名：宣城市宣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银行宣城市分行
账 号：175219204434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敬亭支行
账 号：12070101040016918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鳌峰支行
账 号：34001756108059598888
开 户 行：徽商银行宣城梅园路支行
账 号：520985398641000002
监督电话：0563-2062595

特此公告
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园区管理发展中心
2021年12月15日

地块编号

XGXQGY2107

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工业 50年

产业准入类别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行业

地块控制性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15％

行政办公及生活配套占比

≤7％

投资强度(万元/亩)

≥150

亩均税收(万元/亩)

≥10

竞买保证金(万元)

70

起始价(万元)

327

宣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宣高新区自然资规告〔2021〕3号

市工业学校开展
预防性侵害安全教育

泾县讯 为持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日

前，泾县公安局法制大队一行来到市工业学校，开

展以《保护自己，远离性侵害》为主题的预防性侵

害法制教育课。

此次活动的主讲警官长期在基层一线从事法

律知识宣传培训工作，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

青少年教育经验。主讲警官从什么是性侵害、哪

些人容易被性侵害、遭遇性侵害该如何处理、如何

防止遭遇性侵害等方面进行讲解，引导同学们学

会如何交友、如何远离违法犯罪、如何用法律的武

器保护自己的各项权利而免受侵害。 （蒋凯乐）

郎溪讯 为提高计划生育惠民
政策的及时率、准确度，近日，郎溪
县飞鲤镇积极开展2022年度新增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的入户摸底
调查工作。

飞鲤镇镇卫健岗工作人员联合

村计生干部深入到奖扶对象所在的
村庄，采用“一问、二查、三核实”相结
合的方式，对奖扶对象进行入户询
问，查看身份证、户口页，向知晓情
况的组长、党员、邻居核实奖扶申报
对象的婚育情况、子女生活情况、抱

领养情况，全面掌握奖扶对象婚育
状况及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情况，并
仔细做好笔录和申报表，确保奖扶
对象资格确认“零误差”。截至目
前，该镇全镇上报98人均符合计生
奖扶要求。 （杜晓风）

飞鲤镇扎实开展计生奖扶核查工作

梅林镇多举措开展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宁国讯 今年以来，宁国市梅林镇多举措开

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了群众防灾

减灾意识。

该镇开展形式多样的地震知识宣传活动，包

括张贴防灾减灾宣传海报、入户发放防灾减灾宣

传折页、利用“5.12防震减灾日”进校企宣传等。

梅林学校通过“家校通”向家长发送防灾减灾公益

短信，向家长普及防震减灾知识。该镇同时发动

各村、各企业通过液晶显示屏滚动播放防震宣传

公益片和“防震减灾”宣传口号，积极组织村民收

看防震减灾科普宣传视频。此外，梅林镇政府积

极举办“5.12”防灾减灾知识科普知识竞赛，在梅

林学校组织开展安全疏散演练，进一步增强了群

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 （梅林 马莹)

宣州讯 今年以来，宣
州区西林街道立足自身实
际，创新举措，提出“班子成
员结对子包保联系帮扶退
役军人”新模式，以实际行
动落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职业”的要求。

该街道积极创新，建立
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制度，
班子成员全员参加“结对
子”帮扶联系。每年年初制
定计划，定期对双拥工作对
象进行走访，充分发挥了各

级党组织的作用，特别是建
军节、重阳节等节日，对军
烈属、残疾军人、复员退伍
军人、带病回乡和参战退役
军人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
优抚对象发放慰问金或者
送去米油等慰问品，了解他
们的生产、生活及思想状
况，听取和征求他们的意
见、建议和要求，激发他们
的爱国热情，努力把退役军
人服务工作的各项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 （李向荣）

西林街道“班子包保”
提升优抚服务水平

广德讯 12月7日，广
德人民法院举办“法润童
心 与法同行”主题公众开
放日活动，邀请广德市实验
小学东校区200余名学生走
进法院参观，“零距离”接受
司法教育。

活动中，法院讲解员带
领同学们学习了法院、法
官、法袍、法徽和法槌等有

关知识。随后，同学们观看
了法警军体拳演练，感受了
法院干警斗志昂扬的风
采。在庄严的审判庭内，同
学们参观了审判设施，并按
照真实审理程序开展体验
式法治教育活动，在模拟法
庭中亲身感受法院审判的
庄严肃穆，接受法治熏陶。

（阳倩倩）

广德法院举办
公众开放日活动

（上接第一版）探索以县为
单位将特困供养机构打包
与康养集团合作，支持广德
市与浙江逸和源集团深度
合作异地养老。成立各类
养老行业协会商会，大力发
展养老护理员培训业，满足
本地，同时为沪苏浙输送高
质量的护理员人才。

持续开展能力提升，打
造宣城养老品牌。推动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条例地方
立法，尽快出台市养老服务
新三年行动计划和市级综

合监管规范性文件，开展未
备案养老机构排查整治，有
效防范养老领域非法集
资。持续开展养老机构等
级评定，推动全市养老机构
提档升级。开展全市失能、
半失能老人养老情况调研，
依托现有养老、医疗资源优
先发展失能老人照护机构、
社区养老机构、阿尔茨海默
病照护机构，出台相关政
策，鼓励和支持本地养老企
业做大做强，打造品牌，成
为示范。（本报记者 余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