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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中福在线频现连环
奖。4 月 13 日、15 日，金坛中福在线
连爆大奖喜讯：南环一路销售厅和华
城路销售厅分别送出累积奖25万元、
12.5万元。

据了解，这两位中奖彩民都是中
福在线的老彩民，喜欢玩“连环夺宝”
游戏，没事就会到厅里坐上一会儿。
13 日下午，彩民刘先生（化名）来到南
环一路销售厅后，选择了14号终端机
玩“连环夺宝”游戏。18 点 05 分左
右，当他玩到游戏第三关时，屏幕上忽
然发出一片红光，足足有 24 颗红宝
石。看到随后屏上显示的中得 25 万
元大奖的提示信息，刘先生表示，中出
大奖非常惊喜，这是自己第二次邂逅
中福在线大奖了。

15 日 15 点 05 分，华城路销售厅
也爆出大奖喜讯：又有一位彩民在“连
环夺宝”游戏第二关拍出 20 颗祖母
绿，收获大奖。虽然奖金只有 12.5 万
多元，中奖彩民依然表示，中奖就非常
开心，并会继续关注中福在线。

14 日，我市中福在线在同天内连
续为彩民朋友送上 2 个 25 万元最高

累积奖，在彩民间引起不小的骚动。
据了解，这两个大奖分别出自新

世界花苑销售厅和旺角花园销售厅。
新世界花苑厅的中奖者是一位年轻
人。当天中午 11 点 45 分，他在玩“连
环夺宝”游戏时，在游戏第三关拍出
24 颗红宝石，屏幕上大方红光，随着
中奖字样的提示，该彩民惊呼：“中奖
了！”厅内彩民纷纷上前围观。他表示
自己是个新手，才接触“连环夺宝”游
戏不久，觉得挺好玩的，有空就会到厅
里娱乐一下。初试身手就抱回大奖，
当然特别开心。

旺角花园厅的中奖者是一位老彩
民。14 日下午，他来到厅里后，选了
29 号终端机坐下，惬意地玩着“连环
夺宝”游戏。16 点 04 分，他在第三关
拍出 21 颗红宝石，喜获 25 万元最高
奖。中奖后，该彩民情绪比较淡定，原
来十多天前他刚刚斩获25万元大奖，
没想到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他又一
次拍出了爆机大奖。其他彩民纷纷表
示：“太幸运了！太让人羡慕了！”欢声
笑语久久不息，将中奖的喜庆氛围渲
染得更加浓郁。 曹天宇 燕军

我市中福在线
3天喜出4个累积奖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提出，民政部本级和
地方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
票公益金，要加大倾斜力度，到 2022
年要将不低于 55%的资金用于支持
发展养老服务。

4 月 16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民政部副部长
高晓兵对《意见》进行了解读。

高晓兵称，《意见》是从6个方面28
条来推动养老服务工作，旨在尽快破除
发展障碍，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养老服
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扩大养老
服务投资，持续释放养老的消费潜力。

针对老年人反映的“住不起”“住
不上”“住不好”等突出问题，从增强老
年人获得感角度，《意见》有五个方面
的措施：

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明确建立健
全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办养
老机构(含公建民营)兜底保障作用；

在满足多元需求方面，明确促进
老年人消费增长，从老年产品用品、康
复辅具配置、营养均衡配餐、信息技术
应用、家庭适老化改造等方面满足老
年人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在提升支付能力方面，提出全面
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
贴制度，加强与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
衔接，积极发展服务居民养老的专业
化金融产品，提高自我养老保障能力；

在支持社会参与方面，提出要鼓
励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营造尊老敬老
孝老氛围；

在保护合法权益方面，明确加强老
年人消费权益保护和养老服务领域非法
集资整治工作，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
量建设专项行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
展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扩大养老服务综合责任保险覆盖范围。

《意见》针对养老服务举办主体普遍
反映的“盈利难”“融资难”“用地难”等突
出问题，从扩大社会资本投资角度提出
了五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一是进一步放宽行业准入。明确取
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简化医养结合机
构设立流程。

二是进一步扩大投融资渠道。发挥
政府资金引导作用，实施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民办
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达标工程和老年人居
家适老化改造工程。民政部本级和地方
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
金，到 2022 年要将不低于 55%的资金
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

三是落实土地税费政策。将养老用
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
年度用地计划，有序适度扩大用地供给。

四是促进融合创新发展。推行居
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支持养老
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并开展上门
服务。

五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完善
养老领域产业统计监测制度，加强产业
融合发展统计、核算和分析。

《意见》还针对养老服务行业统筹不
够、质量不高、监管薄弱等问题，提出了
完善工作机制、建立综合监管、完善标准
体系三方面的政策措施。中国新闻网

到2022年

福彩公益金逾半数
将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近日，两款刮刮乐彩票“福袋”“苍狼啸月”登陆龙

城，彩民朋友不仅可以刮个过瘾，还有机会赢取电动车
等奖品。

刮刮乐“福袋”票面设计抢眼，红金两色相映成辉，大大
的福袋上装饰有招财进宝图符，内装金元宝，昭示着财运亨
通、富贵祥瑞，下方的五个小福袋整齐排列，喜气满满，与彩
票整体风格相得益彰。

该彩票面值 5 元，头奖 10 万元，共设 9 个奖级，中奖体
验好。游戏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福袋”图符，即
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刮刮乐“苍狼啸月”票面背景采用了酷感的暗色系背
景，神秘另类，整个票面为冷色调。票面中站在山巅啸瞰群
雄的王者之狼，无声沉寂，拥有着威武之风，突出狼的孤寂
与执着。刮开区是一双双狼眼，深邃明亮，令人震撼。独特
的设计风格加上特殊油墨的印制工艺，更使这款彩票别具
一格，个性十足。

该彩票面值 10 元，头奖 40 万元，奖级 12 级。游戏规
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狼头”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
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狼群”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
下方所对应奖金的10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春风拂面的四月天，在享受新票带来的美好体验时，常
州福彩还为喜爱刮刮乐的彩民准备了惊喜好礼，除了票面

奖金，还有机会赢取品牌电动车和精美礼品，多中多送，数
量有限，送完即止。

常福

刮“福袋”“苍狼啸月”赢惊喜好礼

4月10日至14日，在邹区泰富
的时代广场集市中，有一个声音在
循环滚动——“买刮刮乐好运十倍，
中 200 元送电动车”。福彩刮刮乐
邹区小卖场活动吸引了众多当地居
民。常州市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每
天轮流站台，在这里展示福彩刮刮
乐的魅力。

熟悉规则的彩民熟练地甩一
声：“来一张”，暂未接触过的在工
作人员解说下跃跃欲试。运气好
刮到奖的彩民有的豪气再来一张，
有的则欣喜感叹出门逛街还赚了
点钱⋯⋯尤其在休闲的晚饭点后，
人头攒动，有人刮、有人看、有人感
叹，好一派热闹景象。

小卖场期间，各类刮刮乐票种
总计销售 2.5 万元，中出 500 元、
200元、100元等百元奖近20个，给
热闹的集市增添了更多欢乐氛围。
此外，活动期间，刮“好运十倍”单张
中200元就可以免费再骑一辆时尚
的电动车回家，“福袋”单张中出 50
元或“蓝玫瑰”刮出玫瑰图形，都可
以现场抽取精美礼品一份，好运指

数爆表的彩民朋友们共赢得 3 辆电动
车、20多份小礼品。

每当节假日来临，作为福彩走近
大众、宣传公益品牌的一项亮点举措，
刮刮乐小卖场总能给人们带来更多欢
笑、更多惊喜。在前期活动的经验基
础上，常州福彩将继续延续刮刮乐小
卖场的模式，进一步增进与大众的沟
通交流。

常福

福彩刮刮乐
邹区小卖场活动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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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福彩网 http://www.czflcp.com/
江苏福彩网 http://www.jslottery.com/
中彩网 http:www.zhcw.com/
中奖查询热线 9695580

本报讯 10 日下午，天目湖白茶
和斯里兰卡锡兰红茶“一带一路”国际
友好茶园共建活动在溧阳欣龙生态园
举行。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科迪图瓦
库，十六、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
农业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农业国际合
作促进会会长翟虎渠，中国驻斯里兰
卡前大使、马尔代夫前大使江勤政参
加活动。

斯里兰卡是著名的红茶之国，斯
里兰卡古称锡兰，所以斯里兰卡红茶
又被称为锡兰红茶，泛指锡兰地区所
产的红茶，是红茶中的佼佼者，与印度
的大吉岭红茶、中国安徽的祁门红茶
并称为世界三大红茶。

天目湖白茶属于绿茶的一种。自
上世纪90年代末，溧阳从安吉引进高

山白茶品种以来，我市茶叶专家与茶农
结合本地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通过精
心研究，探索出有机肥栽培、清洁化加工
等一整套溧阳特色的因种栽培、因种加
工技术，白茶种植逐步从在天目湖周边
的零散分布发展到全市规模化、产业化
生产。

今年是中国与斯里兰卡建交 62 周
年，目前中斯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
程中开展了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
作。此次天目湖白茶和斯里兰卡锡兰红
茶“一带一路”国际友好茶园共建活动，
以茶会友、以茶传情，不仅是两国“一带
一路”交流篇章中有地方特色的创新性
尝试，更是将两地茶文化交流打造成了
联接中斯两国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

（余琛 芮伟芬）

天目湖白茶与斯里兰卡红茶
合作共建国际友好茶园

本报讯 近日，省政府颁布关于
2018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
定，全省共276个项目荣获 2018年度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我市钟楼区 3 家
企业荣获三等奖，分别是：宝钢轧辊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高等级板材轧制用整
体感应淬火大型锻钢支承辊的研制与
产业化项目、常柴股份有限公司高性
能大马力农用动力关键技术及应用项
目、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直
流输电工程换流变压器绝缘故障预防
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

宝钢轧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高等级板材轧制用整体感应淬火大
型锻钢支承辊的研制与产业化项目，
在国内首创开发了一套整体感应淬
火装备及配套的工艺方法，实现了高
等级支承辊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在国
内主要钢厂实现稳定应用，使用性能
与同类型进口支承辊相当，打破国内
钢厂高等级板材轧制用支承辊必须
依赖进口的局面，实现国产化并走向
国际市场。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高性

能大马力农用动力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其关键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非
道路国三系列多缸柴油机的开发生
产。近年来，常柴以产品升级为契
机，研制开发了一批高性能大马力农
用柴油机，其中 4G33 系列、4H11 系
列等多缸柴油机，产品远销海内外，
近 3 年来每年销售量都在 5 万台以
上。目前相关国四产品经过与主机
企业搭载试验后，已小批投放市场进
行市场验证。

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参

与直流输电工程换流变压器绝缘故障预
防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的研究。近年
来，该公司依托集团强大的超（特）高压
电力变压器设计、制造技术平台，引进、
消化、吸收并掌握了超（特）高压变压器
的研发与制造技术，主要生产特大容量
核电站用巨型变压器等 11 个系列 400
余品种的变压器产品，自主开发制造的
产品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
及欧洲、美洲、澳洲及东南亚等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蔡雯 何嫄）

钟楼区3家企业荣获省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 12 日，原常州市六中（现常
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红艺队 50 周年庆
暨《书忆芳华》回忆录出刊发书活动在九
重天饭店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和
本地的近百名当年红艺队队员参加活动，
师生们共同回忆难忘的芳华岁月，畅叙师
生情意。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校长曹新跃热
情感谢老校友并肯定了当年红艺队师生团
结协作、克服困难，成功排演全场舞剧《白
毛女》并在全市公演数十场，赢得社会各界
好评的创举，认为这是学校百年发展历史
上的一大亮点，当时师生们所体现的精诚
协作、甘于奉献、追求一流的精神值得借鉴
学习，自强不息的精神和高度集体荣誉感
值得继续传承和弘扬。老教师和老校友代
表深情回顾了 50 年前师生共同努力的难
忘经历，畅谈在校形成的自强不息、不断进
取的品格在人生成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曾任东南大学法律系主任的姜宪明教授和
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黄凯教授等，感谢
母校对自己的培养。

《书忆芳华》全书 10 万余字，汇集了
近 40 位作者的回忆文稿。赠书仪式后，
年愈花甲的老校友上台表演舞剧《白毛
女》片段。

（王振勤 黄智平）

原市六中老校友

向母校赠书
《书忆芳华》

94岁的河南籍抗战老兵谢玉
松，长期蜗居在武进湖塘一个几平
方米的车库里，眼睛几近失明，身
边又缺专人照顾，温饱成为问题。

这一情况被常州市抗战历
史研究会得知后，会长朱洪坤当
即委托会员邹玉兰、陈刚，帮着
谢老养女把老人安置在武进康
福老年公寓。该公寓负责人薛

克剑表示将在收费、饮食、住宿、护
理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副会长许
建丰、张田英当即各自拿出 500 元
用于谢老入住先期费用。

没隔几天，这事让常州市河南
商会执行会长、市抗研会副会长刘
河知道了，他特地送来 1万元钱，并
表示会承担后续费用。

据了解，谢老1941年和同村小

伙伴参加八路军的担架独立团，在
枪林弹雨中肩起运送物资、抢救伤
员的重任。抗战胜利后，谢老和所
在部队押送一批战俘去东北时，路
过自己家乡，于是请假回家探亲，不
幸与部队和战友失联。“大字不识，
不会写信，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到
部队和战友。”谈及此事，老人眼里
溢满懊悔的泪水。秦坚毅图文报道

关爱抗战老兵

“走过路过，不
要错过，本本好书，
带回家去。”卖力的
吆喝，小朋友们在20
分钟内把32本图书
成功售出⋯⋯4 月
17 日，市红溪实验
幼 儿 园 内 热 闹 非
凡，跳蚤书市把小
朋友们的情商都激
发起来了。

这是该园大班
小朋友们共同商量、
策划和组织的开放
性主题活动。据了
解，市妇联直属的红
溪实验幼儿园近年
来以绘本阅读为推
手，不断培养孩子们
的阅读习惯，也为他
们营造了良好的书
香氛围。

马晓莉 邹卉
秋冰 图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