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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 8 月，迎来 9 月。从 9 月起，人们
眼中的体育彩票将发生至少四个变化。这
些变化，与购彩者以及每个人的生活都密
切相关。

一是，体育彩票公益金将在5400亿元
以上的高位继续鼎力支持公益体育事业。

截至 8 月 29 日，中国体育彩票历年累
计筹集公益金达到 5434 亿元。而在 7 月
截至月末时，体彩累计筹集公益金数字为
5381 亿元。进入 9 月，新的月份，公益体
彩也要迈上新的台阶———体彩公益金将
在5400亿元以上的高位继续发力，广泛支
持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

二是，体育彩票兑奖有效期将发生变
化。

受疫情特殊形势影响，国家体彩中心
今年6月发布了《关于恢复体育彩票兑奖期
计算相关事宜的公告》，规定，2019年11月
23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售出的电脑
型体育彩票以及部分即开型体育彩票的兑
奖截止日期统一延至8月31日。进入9月
以后，我国电脑型体育彩票的兑奖截止日
期将恢复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执
行，兑奖有效期将“变回”60个自然日。

三是，又有一波顶呱刮新票携回馈活
动来袭。

从 8 月底开始，三款顶呱刮新票“7 彩
宝石”“挖金矿”“中中中”陆续在全国上市
销售。伴随新票亮相，体育彩票还将从 9
月 7 日起推出“遇见光芒，好礼绽放”市场
让利回馈活动，活动奖品包括国家体彩中
心提供的苏宁电商卡以及各地体彩自主增
设的 5G 手机、即开票、大乐透彩票等。继
此前“锦鲤”和“一蹴而就”两款即开票掀起
热潮之后，进入 9 月的体彩即开票市场将
再次涌动勃勃生机。

四是，人们在电视、电影以及便利店中
“遇见体彩”的机会将越来越多。

随着一共 10 集的《温暖有光放映队》
在中央电视台影视频道的连续播放，以及
体育彩票在 8 月中下旬与中央电视台《第
一时间》节目的合作，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
在电视节目、电影镜头中看到体彩与公益
相伴前行的身影。此外，随着全国各地复
工复产工作的深入推进，体育彩票渠道建
设和跨界合作也将驶向“深耕区”；以后，人
们在便利店里“遇见体彩”，会变得愈加司
空见惯，习以为常。

对于体育彩票将为社会生活带来的这
些变化，你准备好了吗？ 戴新

彩市新语：

9月起，
体彩将发生这四个变化

本周，体彩顶呱刮全新百万票种
“7 彩宝石”在江苏体彩网点上市。与
之携手而来的，还有另外两款全新票
种“挖金矿”“中中中”。自上市之日
起，“7 彩宝石”就会给江苏购彩者带
来“中200元送价值200元礼品”等超
值活动。

百万新票“7彩宝石”领衔上市

新票“7彩宝石”为系列票，共有7
款不同票面。“7 彩宝石”单张面值 20
元，有 20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高达
100 万元。该票游戏形式非常简单，
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宝石”标志，即

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
现“顶呱刮”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
所示金额的两倍；如果出现“7”标志，
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 7 倍，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此外，新票“挖金矿”单张面值 10
元，有 8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 5 万
元。新票“中中中”单张面值 5 元，有
10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5万元。

双重好礼回馈江苏购彩者

伴随新票上市，江苏购彩者乐享
双重好礼。第一重好礼：自“7 彩宝
石”上市之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11

日，江苏购彩者购买“7 彩宝石”，如单
票中得 200 元，可获得价值 200 元礼
品一份。活动中奖者须在销售网点兑
付200元礼品，中奖票全省通兑。

第二重好礼：2020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11 日，三款新票还将携手为购
彩者们送上“刮中‘光芒’送好礼”的活
动。活动期间，购彩者在全国任意体
彩实体店购买这三款新票，若刮出“光
芒”符号，中奖者在完成奖金兑付后

（如有），刮开保安区覆盖膜，通过“中
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或“中国体育
彩票”APP 扫描票面保安区二维码，
即可按提示兑换指定面值的苏宁卡。

“7 彩宝石”刮出“光芒”符号可兑换
500 元苏宁卡 1 张，“挖金矿”刮出“光
芒”符号可兑换 200 元苏宁卡 1 张，

“中中中”刮出“光芒”符号可兑换100

元苏宁卡1张。500、200、100元苏宁
卡 奖 品 数 量 分 别 为 20000、25000、
50000 张，如 10 月 11 日 23：59：59 前
奖品派送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

双重好礼等你来赢

体彩顶呱刮“7彩宝石”领衔三款票上新

8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 2020 年
38 号公告，详细披露了 2019 年彩票
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票
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2019年，全国
发行销售彩票 4220.53 亿元，共筹集
彩票公益金 1158.81 亿元。其中，体
育彩票机构发行销售彩票 2308.15 亿
元，筹集公益金 583.18 亿元，占比超
过一半。

2019 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
金支出 717.58 亿元，中央集中彩票公
益金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
分别按 60%、30%、5%和 5%的比例
分配。2019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共支出175.92亿元。

一张张体育彩票犹如投入湖中的
一枚枚石子，激起层层公益涟漪。作
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统一发行26年来，已累计筹集公益金
超过5400亿元，这些公益金早已跨越
体育范畴，在扶贫事业、医疗救助、教
育助学、法律援助、残疾人事业、养老
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助力革命老区脱贫攻坚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坚克难的关键
一年。经过艰苦努力，越来越多的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一个又一
个贫困县实现摘帽，这当中也有体育
彩票的贡献。2019年，以体育彩票公
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为扶贫事业支出 26.4 亿元，比
2018年多投入6.4亿元。

资金主要用于共397个贫困革命
老区县的贫困村村内小型生产性公益
设施建设。“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已
累计安排该项资金 79.4 亿元，按照每
县 2000 万元的补助标准，实现对 397
个革命老区县的全覆盖。

为改善贫困革命老区生产条件，
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增收，2020年将继
续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
革命老区县实施扶贫项目。目前，
2020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支
持资金 20.6 亿元已全部下达，重点支
持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深度贫困革命
老区县和巩固脱贫成果任务相对较重
的贫困革命老区县。

支持学有所教老有所养
从2007年起，中国教育发展基金

会开始接受财政部、教育部的委托，开
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教育领域的
公益项目。2019年，以体育彩票公益
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为教育助学投入 10 亿元。2011

年至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
学项目通过“滋蕙计划”“励耕计划”和

“润雨计划”等，用于奖励普通高中品
学兼优的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家庭经
济特别困难的教师，救助遭遇突发灾
害的学校。此外，2019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投入 0.5
亿元、为未成年人校外教育投入 9.2
亿元、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投入
7.39亿元。

“十三五”时期，中央财政通过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入 38.8 亿元，支
持新建 8000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加
上“十二五”时期建成的 12000 所，支
持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累计达20000
所，总投入 72.65 亿元。经过 10 年的
不懈努力，乡村学校少年宫已成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知名品牌，成
为学生受益、家长放心、群众满意的育
人工程、民心工程。

2016 年以来，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着重向中西部22个省（区、市）贫困
地区倾斜。截至目前，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投资建设国贫县乡村学校少年
宫8770所，全国国贫县乡镇中央项目
覆盖率 68.74%。2020 年，乡村学校
少年宫在17个省（区、市）实现国贫县
全覆盖。

老年人一直是彩票公益金关爱的

对象，2019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为 养 老 公 共 服 务 投 入 10 亿 元 ，与
2018 年保持一致。2019 年，该项目
共资助山西、湖北、西藏等地共 50 家
养老机构。2013 年至 2019 年，累计
有 70 亿元彩票公益金用于养老公共
服务，致力于为空巢老人排忧解难、助
独居老人安享晚年。

保障病有所医劳有所得
2019 年，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

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
医疗救助投入18亿元，为农村贫困母
亲“两癌”救助投入3.02亿元。

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
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一直在为推
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医疗救助项目由国家医疗保障局组织
实施，主要用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对其难以负
担的基本医疗自付费用给予补助。
2007 年至 2019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医疗救助213亿元。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贫助弱、维护
困 难 群 众 合 法 权 益 的 公 益 事 业 。
2009年，为缓解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紧
张问题，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
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力法律援
助项目启动。项目设立以来，围绕妇

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
五类群体开展法律援助。2019年，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法律援助项目投
入 1.4 亿元。2020 年，投入资金将达
到1.5亿元。

截至目前，法律援助项目已累计
使用彩票公益金 9.76 亿余元，资助办
理案件 56 万多件，为 86 万多名群众
挽回经济损失 328 亿多元，保障了困
难群众的合法权益。

2019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还
用于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50亿元、
红十字事业 4.37 亿元、残疾人事业
21.99 亿元、文化公益事业 8 亿元、留
守儿童快乐家园 0.15 亿元、出生缺陷
干预救助1.5亿元、足球公益事业4亿
元⋯⋯让老人们老有所依、让孩子们
健康成长，让残疾人生活便利、让弱势
群体得到关爱⋯⋯彩票公益金让更多
的社会群体感受到了善念和温暖。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之年，中国体育彩票将继
续践行作为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坚
持“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石涛

2019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发布

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谋幸福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
流。”湖州，这座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
的历史名城，曾一度靠透支资源、破坏
环境发家致富。2005年8月15日，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安吉县
天荒坪镇余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15 年来，湖州持之以恒践行“两
山”理念，绿色发展指数位居全国前
列，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近日，受“长三
角城市党报看湖州”集中采访活动邀
请，8 月 27 至 29 日，本报记者走进湖
州，探寻其持续推动“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的新路径。

靠山吃山：从卖石头到
卖风景聚产业

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远山、竹
林、溪水、人家，构成一幅画卷。村口
水塘边立着一块巨石，正面镌刻10个
红色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余村人自豪地说，这里是“两山论”的
诞生地。

如今山清水秀的余村，也曾有过“灰
头土脸”的时光。上世纪90年代，余村
炸山开矿，漫天粉尘让人不敢开窗。

“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不要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推动经济增长，
这样的经济增长不是发展。”2005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到余村考察，得知村
里关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
后，给予了肯定，首次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余村自此越发坚定地走上绿色发
展之路，全力建设美丽乡村，大力发展
生态休闲乡村旅游。从“卖石头”到

“卖风景”，好生态鼓起了乡亲们的钱
袋子。近年来，余村致力于打造全域
村庄景区化建设，将全村划分成生态
旅游区、美丽宜居区和田园观光区 3
个区块，在引导村民自主创业的同时，
不断加大优质文旅项目招引力度。全
村近八成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去年
全村接待游客9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达3500万元。

“绿水青山，述说了今天的来之不
易；祥和余村，诠释了新世纪的真谛。”听
着村歌，这两句歌词耐人寻味。它说的
不仅是余村，也是整个湖州。

靠山吃山，并不意味着坐吃山空，而
是要借山之力，延长产业链条，助力产业

振兴。走进德清县洛舍镇，很难想象这
里藏着一个“钢琴王国”：集聚钢琴制造
及配件企业近百家，全国每8台钢琴里，
就有一台产自洛舍，产品还远销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该镇东衡村的钢琴文创
园，村书记章顺龙告诉记者，东衡村“七

山二水一分田”，原先是一个矿产大村，
年开采量达 100 多万吨。2009 年底村
里痛下决心，关停所有石矿企业，对矿坑
回填整治，将废弃矿地重新规划利用，与
洛舍特色钢琴产业相结合，谋划村级产
业平台。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2576 万元，连续 3 年成为湖州市集体经
济第一名。

靠水吃水：不让一滴污水
流入太湖

晚风拂面，南太湖边的月亮酒店，与
天上的月亮及水中的倒影交相辉映，宛
若胜境。

去年挂牌成立的南太湖新区，涵盖
湖州境内13公里太湖岸线，目标定位就
是打造全国践行“两山”理念的示范区。

“渔人码头曾是当地有名的‘湖鲜一
条街’，但没多久就风光不再了。”南太湖
新区原旅游局局长李东民回忆说，那时候
餐饮、生活和工业污水直排入湖，从湖里
钓上来的鱼都有了柴油味，附近工厂废气
直排，餐馆里的桌子一天得擦很多遍。

面对太湖蓝藻暴发，湖州痛定思痛，
2007年起开始拆除湖鲜街，陆续关停沿
岸产能落后、治理无望的企业，推进综合
治理。南太湖新区建成日处理能力3万
吨的小梅污水处理厂，铺设污水管道 80
多公里，所有污水源统一纳管处理。

为了让太湖水更清，2019 年以来，
湖州对太湖沿线 65.5 公里岸线向内纵
深 2 公里范围内的 900 个排污口，再一
次开展“查、测、溯、治”工作。同时自我
加压，推进工业集聚区、居民生活小区、
餐饮集中区等“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已
完成 580 个“污水零直排区”单元建设，
有效实现了岸上截污，入太湖水质连续
保持三类水。

生态环境引凤栖。总投资250亿元
的浙商回归项目——太湖龙之梦乐园，
正在南太湖边崛起。“保留了原来 70 米
深的蔚蓝矿湖、多个矿坑、湿地等，承诺
不让一滴污水流入太湖。”项目相关负责

人说，建成后的龙之梦，将提供 1.5 万个
工作岗位，推动周边再就业8万人次。

绿色密码：创新实践融入
绿水青山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能搞突击行动。2015 年 7 月，湖州刚
刚获得地方立法权，政府部门、人大代
表、基层群众不约而同地提出，湖州是

“两山论”的诞生地，最大特色就是绿色，
一定要在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方面
制定一部地方性法规。2016 年 4 月 28
日，有较强可行性、操作性的《湖州市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获得通过，
于当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依托《条例》这个“基本法”，湖州在
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城乡建设、生态产
业发展、资源节约利用等方面，分批逐步
构建地方法规体系。同时，在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
任追究、资源总量管理与节约、环境治理
与市场体系等方面，建立了一批切实管
用的制度。

徜徉于湖州乡村，游人常常为其美
丽而惊叹。但对专业人士来说，是不是
美丽乡村，不能靠眼睛看，而要拿标准去
比对。基础设施建设怎么样，环境提升
做得如何，产业经营成效几何，公共服务
推进是否均等⋯⋯评价都有相应标准，
一点不能含糊。记者了解到，湖州的美
丽乡村标准体系，包含各项法律法规及
标准、规范 700 余项，城乡一体、循环经
济、绿色矿山、美丽公路、绿色制造等领
域的标准化建设也走在全国前列。

实现“两山”有效转化，只有逗号没
有句号，必须要有新理念、新举措。湖州
人自己说，如果不是有效落实“河长制”

“林长制”，环境治理难以跳出“污染-治
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怪圈；没有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等投融资领域的探索，光
靠政府投入，生态文明建设资金远远不
够；没有城乡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湖州
的乡村旅游不会蓬勃发展。

湖州的实践，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一个生动样本。

本报记者 张政 马浩剑

走进“两山”理念诞生地——

“点绿成金”：生态湖州处处新

本报讯 市价格监测中心公布的
最新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显示：8 月份，
我市粮油肉价格以稳为主，禽蛋鱼价
格涨跌互现，蔬菜、水果价格有所上
涨。

8 月，我市市场上粳米（三级）零
售均价为 2.38 元，粳米（苏北，二级，
袋 装）2.73 元 ，环 比 分 别 跌 2.06%、

2.15%；面粉（特一粉）零售均价为 3.36
元，环比持平。据业内人士分析，8 月份
粮价出现微跌，一方面有庞大的高库存
稻谷做准备，另一方面，受疫情防控影
响，大米消费仍有限制。预计后期粮食
价格基本平稳，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在食用油方面，市场上 5 升桶装金
龙鱼菜籽油 63.9 元，大豆油 43.25 元、

花生油 103.57 元，环比均持平。随着
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食品等终端
消 费 企 业 将 依 照 惯 例 进 行 食 用 油 补
库，加之大中院校陆续开学，餐饮等小
包装油脂备货同步展开，油脂终端消
费有望逐步回暖。预计后期食用油价
格稳中带升。

8 月份我市肉价基本稳定，禽价微

跌，但鸡蛋价格有一定涨幅。市场上鸡
蛋零售均价为 4.56 元，环比涨 23.58%。
预计后期鸡蛋价格仍有一定上涨空间。

在水产市场，市民感受涨得最多的
是鲫鱼。监测数据显示，上月我市市场
上鲫鱼均价为 16.43 元，个别摊点及超
市卖到 20 元以上，环比上涨 4.72%，同
比上涨 54.13%。据业内人士分析，8 月
高温天气持续，导致淡水鱼死亡率高，养
殖、运输成本增加，其中鲫鱼价格已到了
近几年的最高位。预计后期水产品价格
仍将持续高位。

（发改轩 殷益峰）

8月份我市粮价稳中微跌发改发改··价格通价格通

本报讯 8 月中旬以来，金坛区
交通运输部门对68家一、二类汽车维
修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对查
出问题的 33 家企业开出了整改通知
书。

香蕉水、油漆和电器设备放在一
起；维修升降机无专人管理；固废未按

规定处置⋯⋯汽修企业存在许多安全
隐患。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为在源头
及早发现隐患，杜绝安全事故发生，金
坛区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组织专业人
员，分成 A、B 两组对辖区内 68 家汽
车维修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

（高罗生 周小俊 童华岗）

33家企业被责令整改

金坛68家汽修企业“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