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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仅供参考）

竞彩足球推荐
周五102 西甲

莱万特 VS 赫罗纳（单场赛事）
胜平负推荐：胜

周五103 英足总杯
特兰米尔 VS 热刺

胜平负推荐：负

周五106 西甲
西班牙人VS莱加内斯

胜平负推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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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公招、投诉）

86616797

2018 年，江苏体彩全年
实现销售 285.24 元，筹集公
益金67.29亿元，上缴中奖偶
得税 2.37 亿元。这一年，江
苏体彩牢牢把握国家公益彩
票的职责和使命，坚守“责
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
精神，不忘初心，强化责任，
稳步前进。

2018 年，江苏体彩各大
玩法全年共中出 159 个百万
及以上大奖，其中 88 个为

500 万 元 及 以 上 大 奖 。 其
中，体彩大乐透从年头火到
年尾，首个百万及最后一个
百万，皆来自该玩法，大乐透
全年共为江苏购彩者送出
56个百万大奖；走过20周年
的 7 位数，青春不老，风采依
旧，全年送出 38 个百万大
奖；传统足彩异军突起，底蕴
深厚的江苏购彩者全年共中
出 38 个足彩百万大奖；小身
材有大能量的姐妹花玩法排

列 3 和排列 5，联手送出 20
个百万大奖；此外，竞彩送出
4个，顶呱刮送出3个。

2018 年，江苏体彩秉承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理
念，履行行业社会责任，发布
了首份社会责任报告，系统
展示了责任彩票建设工作的
阶段性成果。这一年，江苏
体彩一方面持续助力体育事
业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发
展，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各项

公益活动：继续支持“体彩春
蕾班”，帮助困境少年成长；

“爱心储蓄罐”项目，被省政
府表彰为“最具影响力慈善
项目”；向“2018 苏陕帮扶协
作”项目捐赠 5 万元；“体彩
爱行走”第四季活动成功举
行，援助扬州天海职业技术
学校；各地体彩助力“全民健
身日”主题活动，“暖冬季”、

“助学季”、“关爱季”系列活
动贯穿全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2019 年，在建设负责任、可
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
公益彩票的道路上，江苏体
彩将继续凝心聚力，奋力走
好新时代的新征程。

缇彩

2018年，江苏体彩筹集公益金67.29亿元

彩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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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
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强调，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
制度，按照“谁执法谁公示”的原则，明确公示
内容的采集、传递、审核、发布职责，规范信息
公示内容的标准、格式，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及
政务新媒体、办事大厅公示栏、服务窗口等平
台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基本信息、结果信
息。要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通过
文字、音像等记录形式，对行政执法的启动、
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部过程进
行记录，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做到执法全过
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对查封扣押财产、强
制拆除等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
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
要推行全程音像记录。要全面推行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行政执法机关作出重大
执法决定前，要严格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
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

明确行政执法公示等制度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2019年1月5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

时速350公里

超长复兴号将亮相京沪线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从 3 日在京召开的
2019年全国民政工作视频会议上获悉，截至
2018 年 9 月，全国已有养老服务机构约 2.93
万个，床位732.54万张。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会上介绍，我国 31
个省份均已建立高龄津贴制度，有30个省份
建立了老年人服务补贴制度，29 个省份建立
了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20 个省份建立了留
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截至 2018 年 9 月，
享受高龄津贴、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的老年
人分别达到2680万、354万和61万人。

黄树贤表示，2019 年，民政部门将着力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制度措施，促进养老
服务提质增效。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17.3％。

全国已有养老服务机构

床位达732万余张

行新的列车运行图，17 辆超长版时速 350 公
里复兴号将首次亮相京沪高铁。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此次首次投入运营的 17 辆超长版复兴号动
车组全长439.9米，载客定员1283人，载客能
力较 16 辆编组提升了 7.5％。新的运行图实
施时，17 辆超长版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动车
组将在京沪高铁投入运行，担当北京南至上
海虹桥G9/G16次列车运行任务。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
监委驻司法厅纪检监察组日前查处一起案
件，14名监狱干警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充当
涉黑罪犯保护伞，受到处理。

经查，2004年至2007年，锡林浩特监狱
原监狱长赵庆林等14名狱警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致使监狱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改造
秩序严重混乱，导致涉黑罪犯席贵军被违规
违法减刑，甚至在服刑期间脱离监管改造场
所，重新犯罪，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
影响。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决定，给
予锡林浩特监狱原监狱长赵庆林、原调研员
宝力道开除党籍，降退休待遇为办事员的处
分；分别给予锡林浩特监狱党委原委员、副监
狱长李鲁汉等12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党
察看、行政撤职、降级等不同的处分。

充当涉黑犯罪保护伞

内蒙古14名狱警被处理

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从江苏省淮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
被告人“BT天堂”站长袁某某有期徒刑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

据了解，2016 年，淮安市公安机关在网
上巡查时发现，被告人袁某某以营利为目的，

国内“BT”第一站

“BT天堂”站长获刑3年

在未取得相关影视作品著作权人许可的情
况下，将大量影视作品的磁力链接、种子文
件链接发布在其管理运行的“BT 天堂”网
站上供网民点击下载以赚取广告收入。

经其经营维护，该网站高峰时期日均
IP 访问量在 60 万左右，日均 PV 浏览量在
300 万左右，关键词“BT”搜索排名前列。
在警方刑事打击前，“BT天堂”已成为名副
其实的国内“BT”第一站。

2015年5月至2016年7月，袁某某通
过收取广告费用非法获利140余万元。经
远程勘验，“BT天堂”网站共有有效链接影
视作品资源数达10873个。

新华社天津电 记者采访了解到，自 1
月 2 日起至 3 月 31 日，天津由市场监管部
门牵头，会同卫健、公安等十多个部门，在
全市开展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乱象专项
整治行动。

据介绍，专项行动旨在进一步规范保
健品市场经营秩序，治理保健品乱象，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老年人保健品、广告宣
传中存在的虚假宣传和夸大宣传等突出问
题，通过免费体验、举办会议讲座、旅游、义
诊等形式销售保健品的行为，将是本次专
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的领域。

天津开展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保健品乱象

新华社华盛顿电 一项新研究发现，操
纵秀丽隐杆线虫体内的一种分子可使其抵
抗衰老，不仅寿命延长，而且“老年”时的运
动功能也得到增强。这可能有助人类寻找
抗衰老的方法。

美国密歇根大学和中国华中科技大学
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
杂志上报告说，研究发现，这种线虫寿命过
半时，运动功能开始下降。但如果使用基
因工具和化学药物操纵SLO-1分子，抑制
其功能，则线虫的寿命会延长，且“后半生”
的运动能力也有所增强。

研究人员说，“长生”和“不老”是许多
人希望实现的目标。这项研究中的干预行
为让线虫的两个指标都有所改善，它们不
仅更长寿，而且更健康。研究人员希望今
后能在此基础上找到帮助人类抵抗衰老的
方法。

寻找人类长生不老的希望

科学家正在研究一条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