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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2日电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
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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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

服去年北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
麦大面积晚播、局地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应对南方局部严重
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粮、早稻

增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
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
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
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

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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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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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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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在望
农民喜上心头

银9月 21日袁当地稻农在稻田里舞龙迎接中国农民丰收节遥
近日袁重庆市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隆平五彩田园丰收在即袁巨型稻田画勾勒出金秋壮美景象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打卡游玩遥 新华社发

银这是 9 月 22 日拍摄的紫鹊界梯
田渊无人机照片冤遥

金秋时节袁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紫
鹊界梯田的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遥 紫鹊
界梯田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全国首批

19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袁 梯田层层
叠叠连绵起伏遥 新华社发

银9月 20日袁在洛川县一家果业公司的直播间内袁工作人员直播销售苹果遥
眼下正值野苹果之乡冶陕西洛川县 53万亩苹果收获季节遥 据当地农业部门介绍袁今年洛川县苹

果总产量预测为 101.9万吨袁已经成熟上市的中早熟品种袁凭借良好的品质受到市场青睐袁洛川苹
果将迎来产量和效益野双丰收冶遥 新华社发

银9月 21日袁新泰市刘杜镇极品山楂家庭农场的工人在采摘山楂遥
在山东省新泰市刘杜镇南流泉村袁红彤彤的山楂挂满枝头袁村民们忙着采摘尧包装尧交易遥刘杜镇是远近闻名的山楂产地袁全镇山楂种植面积 2.3万亩遥 新华社发

荨9月 21日袁在康平县方家屯镇东小陵村袁农民
展示收割的谷穗遥

近日袁 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方家屯镇袁 康平红
薯尧苹果尧小米等特色地标农产品丰收在望袁农民在田
间果园采摘劳作遥 康平县今年种植小米 5000余亩尧苹
果 3.5万亩尧红薯近 2万亩袁均喜获丰收遥 新华社发

银9月 21日袁 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方家屯镇十家
子村袁农民展示收获的红薯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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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广场两侧绿地延续吉

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
面积 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 18
个。长安街沿线将布置 14组立体
花坛，还将种植地栽花卉 7000平
方米，布置容器花卉 100 组，营
造出热烈、喜庆、欢乐的节日氛
围。花卉布置工作已于 9月 15日
进场施工，预计 9月 25日左右完
工亮相。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
处长刘明星说，根据总体部署，今年
国庆北京在全市范围内还将布置主
题花坛 50个、地栽花卉 10万余平
方米、小型花境组合容器花钵 2000
余处、花箱 1 万余个，共使用花卉
1900万余盆。

这是 9月 22日在韩国首尔拍摄的
韩元和美元纸币遥

韩元对美元汇率 22 日盘中跌破
1400比 1关口袁创下 2009年 3月 31日

以来的最低纪录遥 据报道袁当地时间 22
日 9时 13分渊北京时间 8时 13分冤袁首
尔外汇市场韩元对美元汇率为 1404.1
比 1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1日电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 21日
起诉指控前总统特朗普等人以及
特朗普集团为获取经济利益进行
财务欺诈。

根据这项民事诉讼，特朗普在
其成年子女以及特朗普集团高管帮
助下虚假夸大净资产，以诱使银行
向该集团提供条件更有利的贷款，
诱使保险公司提供更高保额却收取
更低保费，以及获取税收优惠等。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寻求
永久性禁止特朗普及其成年子女
在纽约州任何公司或商业实体中
担任高管或主管，禁止特朗普及特

朗普集团 5 年内参与纽约州任何
不动产收购，要求相关方退还通过
欺诈所得约 2.5亿美元等。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同时
将该诉讼告知纽约南区联邦检察
官办公室和美国国家税务局以展
开刑事调查。

特朗普尚未就这一诉讼进行
回应。他此前多次抨击民主党人詹
姆斯对他展开“政治攻击”，称相关
调查“受政治驱使”。

此外，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特
朗普去年初卸任总统、离开白宫时
将一些机密文件带到私人住所的
情况。特朗普否认有不当行为。

据新华社莫斯科 9月 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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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家航天公司当天在其官网
发布消息说，搭载“联盟 MS-22”飞
船的“联盟 -2.1a”火箭于莫斯科时
间 21日 16时 54分（北京时间 21
时 54分）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
努尔发射场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
道。“联盟MS-22”飞船于莫斯科时
间当天 20时 06分（北京时间 22日
1时 06分）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
段的“黎明”号小型试验舱完成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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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7月 14日，俄罗斯国家
航天公司和美国航天局签署协议，
将交叉使用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
国飞船将双方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
站。俄国家航天公司说，该协议有
助于促进国际空间站计划框架内的
合作，有效落实为和平目的探索和
利用外层空间的项目。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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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说，该导弹系统由以色列
海军、国防部研发部门和以色列航
空航天工业公司联合开发，于 8月
进行了测试。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
视频显示，“加百利 5号”新型远程
反舰导弹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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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百利 5号”能够在多种海空条件下
飞行数百公里，可有效防止和摧毁
广泛的目标和威胁。这一导弹系统
确保了“以色列海军的区域优势和
以色列国防军的海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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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9月 22日袁在成都市新津区普兴
街道山河村袁村民驾驶农机收割水稻遥

时值秋收袁 农业大省四川省各地农
田里一片繁忙的收割景象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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