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了起步、探索到壮大，走
向新的历史时期的体育彩票，正在
经历着由快速到健康的转型发展，
重质量而不是重销量，重纯度而不
是重速度，重长远而不是重眼前，
其核心就在于践行责任彩票。

坚持规范管理，
防范发展风险

2017 年体彩半年工作会议
上，“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
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发展
目标被正式提出。

各级体彩机构以树立责任意
识为切入点，围绕调查研究、游
戏、渠道、技术、品牌、队伍、购彩
者、利益相关者等多领域，结合自
身特点，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重
实效的举措，其中首要的一点就
是要通过落实责任彩票来防范发
展风险，促进行业生态净化。

江苏体彩开展了一系列自上
而下的责任彩票建设：成立了责
任彩票专项工作小组；分阶段、分
层次开展宣传责任彩票理念的专
题培训；就责任彩票主题开展调
研；梳理完善游戏管理机制，建立
风险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加大
技术保障投入，提升游戏风险管
控水平；建立网点巡查机制，加强
考核力度，确保责任到人等等。

坚定公益初心，
履行社会责任

2018 年，国家体彩中心将
“责任彩票”建设列为重点工作。
2018 年 3 月，国家体彩中心发布

《中国体育彩票2017社会责任报
告》，这份体彩史上首个社会责任
报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
体育彩票发行销售、游戏设计、渠
道建设、开奖兑奖、公益贡献等重
要社会责任议题的管理和实践情
况。至 2018 年底，全国 31 个省
级体育彩票销售机构全部发布了
本区域的社会责任报告。

2018 年 2 月，体育彩票票面
“变脸”了，每张体彩票面上都会

出现一行“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
献××元”的公益金贡献额度提
示，这让老百姓在买彩票时变得
更有底气。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
育彩票经过25年持续健康发展，
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5000亿元，
担当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成
为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
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中国体
育彩票通过了世界彩票协会责
任彩票三级认证，这不仅是中国
体育彩票积极与世界彩票接轨
的标志，也是中国彩票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更是中国体育彩
票作为国家彩票履行社会责任
的有力证明。

引导理性投注，
提升购彩体验

体彩网点是服务购彩者群体
的第一现场，也是体育彩票发展
的最前线。对于体育迷或者购彩
者而言，通过竞猜、乐透等方式购
彩是爱好及乐趣，但维护其购彩
体验、保护中奖利益等，也与责任
彩票密不可分。

在日常销售中，身处体彩最
前线的广大业主和销售人员亲身
践行着体育彩票赋予的社会责
任。在江苏，几乎每个体彩网点
柜台都贴有“快乐购彩 理性投
注”“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和兑
奖”的警示语。“量力而行”也是很
多销售人员经常对购彩者说出的
谆谆之语。

2018 年，《责任彩票公众手
册（理性购彩篇）》出现在全国各
地的体彩销售网点。这本手册中
体现的，既是围绕责任建设的“体
彩方案”，也是彰显责任建设的一
种“体彩态度”。

彩票因责任而生，更要与社
会责任并行。建设负责任、可信
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
票，体育彩票的未来之路任重而
道远。

体彩25周年系列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
全方位推进责任彩票建设

在体彩大乐透的投注方式上，大
家往往各有各的心头好。守号，正是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投注方式。近日，
又有两位购彩者通过守号，中得了大
乐透百万大奖。

常州购彩者领走大乐
透490万

在 11 月 25 日 开 奖 的 大 乐 透 第
19135 期，来自常州的吴先生收获了 5
注追加二等奖，奖金总计 490 万元。

仔细查看他的中奖票，是一张投注
了 3 期的 5 倍追加单式票，在 11 月 22

日 17 点多购于常州 3204054624 体彩
网点。票面仅一注号码“04、05、19、25、
26+08、11”，与第 19135 期大乐透开奖
号码相差后区一个数字，因此中得 5 注
追加二等奖，奖金总计4901225元。

谈及购彩过程，吴先生表示，为了
图省事，他通常一个星期买一次大乐
透，多期投注对他来讲很方便。这注号
码，他守了有一年多了，一直都没换。
至于追加，他认为这是大乐透的特色，
当然不能错过。此前吴先生也曾经中
过千元的奖金，百万级大奖还是第一
次。关于得知中奖时的心情，吴先生这
样说，“我是用手机查到，那一刻感觉比

自己想象的要平静。”

南京购彩者领走大乐
透142万

在 12 月 11 日 开 奖 的 大 乐 透 第
19142 期，来自南京的何先生凭借一张
6+3的复式票，收获了奖金142万元。

他带来的中奖票，前区投注了“03、
04、07、26、29、33”，后 区 是“01、06、
12”，在 12 月 11 日 18 点 多 购 于 南 京
3201051662 体彩网点。该票在当晚开
奖的大乐透第 19142 期，共中得二等奖
2注，三等奖1注，五等奖10注，七等奖5

注，奖金总计1424856元。
何先生介绍说，他买大乐透有四、五

年了，喜欢自己选号，一般都是打 6+3
或者 7+2 的复式。本次中奖的这组号
码，是他老早之前选的，看着挺顺眼的，
那天就又照着打了一张同样的票。何先
生感叹说，“以前中过大乐透 1 万多，没
想到这次中了百万。我买彩票选号码，
也就是凭感觉随便选选。只能说，中奖
其实还是运气。”

又有两位幸运儿现身领奖

守号中得体彩大乐透百万

新年行大运，祈福迎新年！“中国体
育彩票”2020 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

（常州站）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举行，让
我们相约常州·金坛茅山，携手登高为金
鼠年迎来开门大吉！

本次以“登高望远览山川，贺岁迎新
促健康”为主题开展新年登高活动，为广
大群众搭建新年祈愿的活动平台，以满
足大家在新年开端新年新气象、人人步
步高、生活日日新、身体更强健的美好期
盼，掀起全民健身活动热潮，营造欢乐祥
和的新年氛围，发出体育健儿勇攀高峰
的祝愿，为 2020 年体育事业开好头、起
好步。

据了解，全国群众新年登高健身活
动始于 1996 年，目前已是第二十五届，
是国家体育总局主推的传统全民健身品

牌活动，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年度全民
健身活动的开年大戏，也是开展全民健
身，发展运动休闲产业，引领健康生活方
式的重要平台之一。

我们期待通过新年登高活动动员和
引导广大群众参加体育运动，形成健身
习惯，以健康的体魄、饱满的精神投入到
工作和生活中来，为祖国建设出力，为健
康中国鼓劲，为体育事业加油。

活动规则
一、活动时间
开始时间：2020年1月1日上午8:30
发车时间：2020 年 1 月 1 日上午 6:

30（常州出发）
返程时间：2020 年 1 月 1 日下午 2:

30（金坛返程）
二、活动地点
常州·金坛茅山
三、活动路线
茅山宝盛园（起点）—紫光檀—乾元

观（终点）
四、活动形式
所有参加本次活动并成功登顶者将

获得完赛证书，前1000名选手到达终点
将获得比赛荣誉奖牌。

五、报名方式
（一）报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12月25日止

（二）年龄要求：18周岁-60周岁
（三）报名渠道：
1、团队报名
拨打电话：0519-88010718（工作

日8:30-17:30）
2、个人报名
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报名，报名费：

每人80元
（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活动报名）
费用包含：
1、含参与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一

份
2、含大巴车往来接送费用
3、含金坛当日活动期间宝盛园入

场门票
4、含运动装备包一份（抽绳袋、背

心、参赛证（含地图）、号码牌、水）
5、含少体校全民健身中心、奥体钟

楼全民健身中心、奥体健身金梅馆游泳
健身券2张（三个场馆任选其一）

注：不包含午餐
六、活动要求
1、本次活动不支持跑步。
2、请着运动裤、指定 T 恤、运动鞋、

指定装备包。
3、无心脏病、高血压等病史，无不

适宜参与户外活动的疾病。本次活动将
签订自愿参赛保证书。因个人身体及其
他个人原因导致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

失，由参赛选手本人承担责任，比赛期间
发生的伤病治疗费用自理。

4、报到时，参与者应交验本人有效
二代身份证（户口本），外籍人士持工作
或学习签证护照，以备资格审查。

七、注意事项
1. 文明登 山 ，爱 护 环 境 。 除 了 脚

印什么也别留下，除了印象什么也别
带走。注意防火安全，请勿带火种上
山。

2. 温馨提示:登山后若感到双腿关
节酸痛、肌肉酸胀，可以用白酒沾搓患
处，然后再涂擦松节油，也可以用热水泡
脚，使之恢复。

3.紧急求助电话:18118371449。

志愿者招募
一、招募时间：2019年12月25日截

止报名
二 、报 名 方 式 ：拨 打 电 话 0519-

83382611
三、招募申请条件：
1、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的民事行

为能力、民事责任能力；
2、身体健康，具有吃苦耐劳精神、

奉献精神，热爱户外活动，有良好的沟通
协调能力；

3、执行力强、严格按照主办方要求
开展志愿服务。

“中国体育彩票”2020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常州站）报名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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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 18 日经全体投票
通过针对总统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
正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弹劾
案此后将进入参议院审理阶段。

分析人士认为，已沦为党派斗争工
具的总统弹劾加剧了美国民意对立，但
究竟会对明年总统选举产生多大影响还
有待观察。

两党对立凸显

美国众议院 18 日先后对指控特朗
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条款进
行了投票表决。从表决结果看，投票基
本以党派划界，凸显两党严重对立。参
加投票的195名共和党众议员对两项条
款均投反对票，立场统一。参加投票的
232 名民主党众议员中仅有 2 人和 3 人
分别对第一和第二项条款投反对票，还
有 1 人对两项条款都投了出席票，其他
人均对两项条款投赞成票，民主党方面
也基本保持了团结。

在特朗普之前，美国第 17
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第 42
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分别于
1868 年和 1998 年遭国会众议
院弹劾。美国乔治敦大学政府
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乔舒亚·赫
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将特朗普
弹劾案与克林顿弹劾案做比较，
认为“美国政治的党派倾向性在
过去20年中变得更加严重”。

无悬念但有看点

特朗普弹劾案接下来将进
入参议院审理阶段，预计参议
院将于明年 1 月开始审理。按
规定，须有至少三分之二参议
员的支持才能将特朗普定罪和
罢免。由于参议院中共和党人
占多数，各方普遍预计，如无重
大意外发生，参议院否决众议
院对特朗普的弹劾几乎没有悬

念。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
党人麦康奈尔日前也在一档电
视节目中直言，参议院认定弹
劾条款对特朗普指控成立的

“可能性为零”。
尽管最终结果悬念不大，

但弹劾案在参议院的审理仍有
一定看点，其中审理规则和两
党应对策略备受关注。

麦康奈尔此前对媒体表
示，他在参议院审理弹劾案过
程中不会做到“不偏不倚”，弹
劾特朗普是民主党人“具有党
派色彩的政治决定”，参议院审
理结果也将体现党派性。此番
言论使民主党人担心共和党人
在参议院不会组织公正的审
理。

目前，麦康奈尔和参议院
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在
审理流程，特别是传唤证人等
方面存在分歧，对参议院需要

就此通过的决议的数量和内容意见
不同。

按照国会规则，上述决议只需
简单多数赞成即可通过。目前，共
和党在参议院占 53 席，民主党占
45 席，另有 2 名与民主党共进退的
独立参议员。这意味着，只要有少
数共和党人倒戈，共和党就无法完
全主导审理进程。

民意对立加剧

美国将于明年 11 月举行总统
选举，特朗普欲谋求连任。舆论认
为，民主党在明知弹劾不可能成功
的情况下还要强推弹劾，主要是出
于选举考量。不过相关民调显示，
弹劾不仅未能减少特朗普的支持
者，反而加剧了选民对特朗普态度
的“两极分化”。特朗普的支持者认
为民主党把弹劾作为政治工具，因
此更加坚定地支持特朗普；而在特

朗普的反对者看来，弹劾调查加深
了他们对特朗普的反感和不信任。

专注于民调分析的美国538网
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执政满
意度并未因弹劾发生显著变化，自
9 月末众议院民主党人启动弹劾调
查以来一直处于 40％至 50％的区
间内。该网站数据还显示，弹劾调
查启动后，美国民众支持与反对弹
劾特朗普的比例较此前几个月更为
接近，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12 月
10 日公布弹劾条款后，两者差距持
续进一步缩小，18 日的数据为支持
弹 劾 占 47.4％ 、反 对 弹 劾 占
46.5％。这表明美国民众在弹劾问
题上的意见日益极化。

调查公司益普索 18 日在其网
站上发文称，弹劾进程快速推进，媒
体对弹劾24小时滚动报道，党派政
治深刻影响民众生活各个方面，是
造成民意愈加对立且固化的原因。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8日电

总统弹劾沦为党派斗争工具，加剧美国民意对立

美众院通过弹劾特朗普条款
据新华社12月19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首次显示，

使用烟草的男性人数在下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男性烟草使用人数的

下降标志着抵制烟草斗争的一个转折点。使用致命烟草制
品的男性人数在很多年中曾一直稳步上升。但现在，由于
政府加强了对烟草业的控制，我们第一次看到男性烟民出
现下降。世卫组织将继续与各国密切合作，保持这一下降
趋势。”

根据世卫组织 19 日发布的《2000－2025 年全球烟草
使用流行趋势报告》，男性烟草使用者的数量已停止增长，
预计到2020年，男性使用者将比2018年减少100多万人，
到2025年时将比2018年减少500万人。

世卫组织预测，到 2020 年，男性和女性烟草使用者总
人数将比 2018 年减少 1000 万人，到 2025 年将再减少
2700万人，降至12.99亿人。

报告说，全球烟草使用总人数从 2000 年的 13.97 亿人
降至 2018 年的 13.37 亿人，减少约 6000 万人，然而，减少
原因是使用烟草的女性人数减少。同期，男性使用烟草人
数增加约 4000 万人，从 2000 年的 10.5 亿人增至 2018 年
的10.93亿人，占全球烟草使用者的大约八成。

报告涵盖了卷烟、烟斗、雪茄、水烟、无烟烟草制品以及
加热烟草产品的使用情况。电子烟未被纳入报告。

世卫：

全球男性烟民人数开始减少

新华社洛杉矶 12 月 18 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航天
局喷气推进实验室 18 日说，美国下一代火星车“火星
2020”已于 17 日通过首次行驶测试，顺利拿到“驾照”。这
次“路考”表明“火星2020”能在自重下运行，且首次展示了
多项自主导航功能。

据介绍，此次行驶测试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无尘室进
行，长达10个多小时。“火星2020”在覆盖特殊防静电垫的
小坡道上进行了前进、后退、转向、旋转等操作，完成了所有
规定动作。这是“火星 2020”明年前往火星之前接受的唯
一一次行驶测试。

“火星2020”计划于2020年7月或8月发射升空，2021年
2月在火星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登陆，以寻找这颗红色星
球可能曾有生命存在的迹象。它将探索火星的气候和地质特
征，收集样本送回地球，为未来人类登陆和探索火星探路。

“火星2020”项目副科学家凯蒂·斯塔克·摩根介绍，为
了完成这些预定目标，“火星2020”需要在火星上行驶很长
路程。

据介绍，与此前其他火星探测器相比，“火星 2020”的
自主驾驶能力更强，在火星表面行驶过程中，它需要更多地
自行作出判断。为此，“火星 2020”配备了高分辨率、广角
彩色导航摄像头，追加了一个处理图像和制作地图的计算
机“大脑”，以及较为复杂的自动导航软件。此外，它的车轮
经过重新设计，耐用性大大增强。这些升级配置使“火星
2020”平均每个火星日能行驶约200米。

美国下一代火星车
通过首次行驶测试

12 月 18 日，在墨西哥西部哈利斯
科州萨波特拉内霍，消防员在事故现
场工作。

墨西哥西部哈利斯科州 18 日发
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小型客车
行驶到该州萨波特拉内霍市一处公路
时，撞上一辆停在路边载有木材的货
车。这辆客车随即自燃并完全损毁。
事故已造成14人死亡、12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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