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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足球推荐

彩市信息3元最高可中2400万，固定奖全面派奖

周三002 欧冠
摩纳哥VS多特蒙德（单场赛事）
胜平负推荐：胜

周三003 欧冠
巴塞罗那VS尤文图斯（单场赛事）
胜平负推荐：胜

5 亿元派奖启动前，体彩大
乐透奖池突破 37 亿元！4 月 17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7043期开
奖，全国送出 2 注 1000 万元头
奖，奖池上涨至37.26亿多元，以
今年新高水位迎接 5 亿元大派
奖。体彩大乐透自 4 月 19 日开
奖的第17044期，将开展总金额
高达 5 亿元的大派奖活动。其
中，2 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3 亿
元用于固定奖（四/五/六等奖）

派奖。派奖期间，3元追加可冲击
2400万元巨奖，追加投注固定奖
奖金也可较基本投注翻倍。

自大乐透第17044期（4月17
日晚20∶10开始销售，4月19日开
奖）起，每期安排1000万元用于一
等奖派奖，共持续20期，派奖总额
2亿元。派奖期间，中得当期超级
大乐透一等奖者，则同时中得派奖
奖金，派奖奖金由当期所有一等奖
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本投注和追

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定比例
分配。基本投注单注派奖奖金
最高限额500万元，追加投注单
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300万元。

若当期一等奖未中出，或者
当期派奖奖金按中奖注数均分
后有结余，则当期结余奖金顺延
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安排的
1000 万元派奖奖金合并后派
奖；若派奖最后一期计奖后，一
等奖派奖奖金仍有结余，则结余

奖金顺延至下一期，直至一等奖派
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也就是说，2 元投注最高可中
1500万，3元投注最高可中2400万。

固定奖的派奖规则为：自第
17044 期起，一次性安排 3 亿元用
于进行追加投注的固定奖派奖。派
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的基本投注，
若中得当期四等奖、五等奖、六等
奖，则同时中得派奖奖金，单注派奖
奖金依次为：100元、5元、5元。

固定奖派奖将持续至3亿
元奖金派完为止。若结束固定
奖派奖时，奖金余额不足以支
付当期固定奖派奖，则从超级
大乐透调节基金中调拨补足，
固定奖派奖活动于当期结束。

也就是说，采用追加投注
中得四等奖、五等奖或六等
奖，则对应奖金将比 2 元基本
投注时翻倍，依次为 400 元、
20元、10元。 国彩

环保部督查组被济南一企业扣留逾1小时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峙浪乡地处
中越边境，在这里有韦忠、韦江、韦柯
三位兄弟。他们自筹资金成立爱民
固边电影放映队，扛着沉重的电影播
放设备爬过那一座座山、趟过那一条
条河，只为了让边境村屯的群众能够
看上一场电影⋯⋯36 年来，他们累
计播放影片14000多场（次），惠及边
境群众160多万人（次），总行程超过

20万公里。2017年2月，韦氏三兄弟
荣登“中国好人榜”。

韦忠、韦江、韦柯三兄弟出生在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峙浪乡峙浪街，
这里是中越边境。上世纪60、70年
代，县里很少有放映队到峙浪街放
电影。只有在13公里外的爱店村，
每个月才会有部队放映队前来放映
一场电影。1981年，韦氏三兄弟和
父亲四人自筹资金买回了一台 16
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和一整套电影放
映器材，在自家老屋架起了峙浪乡
的第一家“电影院”。每逢圩日，十
里八乡来赶圩的村民，都会聚集在
这家“电影院”里美美地看上一场电
影。当时，韦氏三兄弟的“电影院”
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对驻地
军人和孤寡老人免票。

在放电影的过程中，三兄弟了解
到，有很多乡亲是走了十几里山路专
门来看电影的，异常辛苦。为了不让
乡亲们奔波，满足更多人的观影需
求，韦氏三兄弟后来组建了爱民固边
电影放映队，定期前往周边村屯为大
家放映电影。那时候，很多边境村屯
还不通公路、不通电，三兄弟的电影
放映路走得十分辛苦。

最远的放映点是 80 公里外的
桐棉镇板古村，沿着崎岖的山路开
手扶拖拉机要开5个多小时。有一
次，兄弟三人早上开着手扶拖拉机
从峙浪乡出发，没想到半路上老天
突然变脸，倾盆大雨瞬间泼了下
来。不一会儿，山洪裹挟着泥石流
也冲了下来。韦氏三兄弟赶紧抬

着重达200多公斤的设备躲到地势
稍高的地方，等汹涌的泥石流完全
过后才继续开车沿着泥泞的山路
前行。到达板古村时，天已经快黑
了。

三兄弟放电影，观众最少的时
候只有两户人家。那是一年冬天，
三兄弟听说在那密村的半山腰上
有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基本过
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其中一位八十
多岁的老太太更是从未看过一场
电影。兄弟三人二话不说，背上放
映机，爬了 15 公里山路，专程给这
两户人家放映了一场电影。那名
八旬老太边看边含着眼泪说：“谢
谢你们三位好兄弟，不然我可能一
辈子都不知道电影是啥。”

韦氏三兄弟的电影放映队不仅
是传播文化的“大篷车”，还是村民
矛盾的“调解员”。洞浪村新洞屯的
杨华种植白心火龙果屡次失败，妻
子与他闹起了矛盾。三兄弟在放电
影时知道这件事后，主动上门劝说
夫妻俩，并请来种植大户上门指导，
鼓励夫妻俩克服困难。洞曼村洞曼
屯的小学有一段20米长的旧围墙，
因长期风吹雨淋倒塌了。学校打算
修建新墙，但墙基要占用到一位农
户的自留地，农户不愿意。三兄弟
听说这件事后，专程上门做农户的
思想工作。在三兄弟的耐心劝说
下，农户的思想很快有了转变，当晚
就和学校签订了协议。

“边境电影放映之路依然任
重道远，我们三兄弟会继续沿着
这条路走下去，做扎根基层的文
化传播者。” ——韦氏三兄弟

闻铭 谢韵 整理

两名涉案人员被治安拘留两名涉案人员被治安拘留

环保部督查组近日在对山
东济南一家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时，被企业相关人员扣留厂区
超过 1 小时，此事引发广泛关
注。

环保部 17 日表示，已要求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督促济南市
政府依法调查，严肃处理。济
南市公安机关以阻碍执行职务
违法行为依法调查，包括山东
绿杰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经
理在内的两名涉案违法行为人
已被治安拘留。

检查组被扣 企业负责人质疑执法证件，拒绝接受检查
16 日上午 10 时许，环保

部强化督查第十五督查组执
法人员及济南市环保局执法
人员来到绿杰公司检查，遭遇
阻挠，并被滞留在厂区 1 个多
小时。

据有关人士介绍，当时，
绿杰公司经理王开生赶到现
场。督查组及当地环保部门
执法人员向其出示了执法证

件，但这名负责人称证件有问
题，拒绝接受检查，不提供相
关环保资料。同时将大门紧
锁，不允许检查人员离开。其
间，督查人员多次沟通表明身
份，但依然受阻。

随后，仲宫派出所民警到
达现场，督查组及市环保局人
员才得以离开。

环保部宣传教育司官方

微博 16 日晚对这一事件进行
了通报，执法人员发现这家企
业的车间内燃煤手烧炉未列
入当地燃煤小锅炉淘汰名单，
电焊生产工段无粉尘及废气
收集处置装置，车间内噪声比
较大，地面粉尘较重。

济南市委、市政府 16 日
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置
措施。

官方回应 如有公职人员违法违纪，将一查到底

记者查阅资料获悉，绿杰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9 月，法
定代表人为薛洪敏，总经理为
王开生。登记机关是济南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
场监管局，注册资金 1250 万
元，经营范围为环保节能锅
炉、锅炉辅机、制冷供热设备、
环保节能产品的技术开发、销
售等。

绿杰公司官方网站宣称，

公司致力于燃煤锅炉改造，其
“消烟除尘高效节能燃煤器技
术研究”曾通过“山东省科技
成果鉴定”，其锅炉外排废气

“经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测
试锅炉各项环保指标达到国
家最新标准”。

但就是这样一家头戴“高
新技术企业”光环的公司，被
查锅炉却没有环保手续。

参加处理查封工作的历

城区环保局调研员马吉江告
诉记者，在今年济南市取缔

“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中，
街镇政府摸排登记相关企业，
这家企业被列入第二批 4 月
30 日的治理名单，报到各级
环保部门。

济南市委、市政府表示，
如果发现有公职人员失职渎
职、违法违纪，将一查到底，严
肃处理，绝不姑息。

记者 17 日从济南市公安
部门获悉，案件发生后，济南
公安部门于 16 日晚依法传唤
了山东绿杰环保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薛洪敏和公司
总经理王开生，以及员工于某
某、刘某某。公安机关按阻碍
执行职务违法行为受案调查，
在查明王开生、于某某违法事

实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王开
生治安拘留 10 日，对于某某
治安拘留7日。

记者 17 日来到位于济南
市历城区仲宫街道103省道西
侧的山东绿杰环保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只见大门敞开，企业全
面停产，厂房内生产设备全部
贴上了环保部门的封条。

济南环境部门已依法立
案，将对涉事企业从严进行行
政处罚，正在按程序办理。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
停产整顿。济南市、历城区两
级环保部门组织 50 多名人员
和 3 台大型机械拆除绿杰公
司小锅炉，封存生产设备。

据新华社电

“文化传播者”韦氏三兄弟

36年义务为边境群众播放电影
人物素描

故事片段

好人好语

绿杰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的燃煤锅炉。

依法立案 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产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