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佰通”牵手海东基金 筑梦中国校园足球
记者近日获悉， 前国脚郝海东将出

任“常佰通” 推广大使———湖南生态元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每卖出一盒“常佰通”
就向北京海东绿茵公益基金捐赠0.5元，
用以支持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郝海东点赞“常佰通”
有着“亚洲第一前锋”之称的郝海东

2004年退役后， 一直关注校园足球，于
2014年10月发起成立了北京海东绿茵公
益基金会。

海东基金致力于普及青少年足球运
动，是我国首家以推动校园足球走向职业
化为宗旨的非公募社会公益组织。该基金
汇聚了一批热衷公益事业、喜欢足球的人
士。今年5月，海东基金走进农民工小学燕
京小天鹅公益学校，为他们修建了彩虹跑
道和五人制足球场。

郝海东还担任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冠军杯赛的形象大使，用自己的亲身行动
支持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

2015年“常佰通”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冠军杯赛总决赛8月中旬在北京举行。

“常佰通” 是湖南生态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新推出的一款益生元低聚果糖浆，能促

进人体肠道内自有益生菌的增长，双向调
节肠道功能、 促进营养与微量元素的吸
收，提升人体免疫力，从而改变人体亚健
康状态。

在这次总决赛上， 形象大使郝海东和
总冠名商湖南生态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曾益良一见如故，达成了合作意向。曾
益良说：“中国足球要想发展， 必须重视青
少年足球。基于相同的理念，我们和郝海东

达成合作，共同筑梦中国校园足球。”
郝海东表示，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离

不开社会的关注和支持，曾益良的慷慨解
囊和常佰通的捐赠模式为社会支持青少
年足球提供了一个范本。

千万元支持校园足球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冠军杯赛虽然

是全国性赛事， 但参赛选手毕竟是青少

年，水平较低，观众较少，没有电视转播，
冠名所获得的关注度非常有限。

“公司的董事基本都不同意冠名校园
足球赛，只有我一个人坚持。”曾益良告诉
记者，他的坚持也有自己的一点“私心”，因
为他是一个体育迷。“我对中国足球又爱又
恨。让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国家对足球运动
高度重视，全国各地都在抓校园足球，从娃
娃抓起的中国足球必将走向辉煌。 希望常
佰通也能和中国足球一起腾飞。”

最终，曾益良毅然以近千万元冠名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冠军杯赛3年。

本次总决赛有3支来自湖南的球队，
分别是男子小学组的长沙队、 株洲队，小
学女子组的湖南队。开赛第二天，曾益良
就向3支家乡球队送去慰问金， 用实际行
动支持家乡球队。

长沙队最后夺得小学男子组亚军，教
练唐奎告诉记者，出来参加全国总决赛，能
获得家乡企业的慰问和支持，十分感动。希
望能有更多的企业支持湖南校园足球。

曾益良表示：“冠名全国校园足球赛
只是一个契机， 除了牵手海东基金， 筑
梦中国校园足球外， 我们还将与全省开
展校园足球的市州、 学校加强联系， 以
冠名赛事、 球队等形式支持湖南青少年
足球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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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276 8 9 1
排列 5 15276 8 9 1 6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118 03 07 20 24 31 04+0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下期奖池：1598506448.02（元）

10000000 10000000

00

透视出租车改革4444444444444444 大焦点
10日，交通运输部公布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在全国棚户区改造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棚改寄托着千万住房困难家庭
改善居住条件的希望， 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
重要内容和抓手。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棚改取得重大
进展。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推动棚改并带
动新型城镇化、包括有关配套和地下基础设施建设等，面临
的挑战更多，任务更艰巨。各级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统一部署，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棚改放在民生
工作的突出位置，进一步围绕重点难点、抓住“硬骨头”矢力
攻坚，进一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创新机制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进一步严格资金和项目监管，确保工程质量，不折
不扣地按期完成既定任务，让更多的住房困难群众受益，带
动扩大有效投资，不断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为保障和改善
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李克强：

把棚改放在
民生工作突出位置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图为郝海东 （右） 与曾益良在2015年 “常佰通”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冠军杯赛
总决赛开幕式上。 通讯员 摄

据新华社安卡拉10月10日电 根据土耳其卫生部10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 首都安卡拉当天上午发生的爆炸袭击已
造成86人死亡，另有186人受伤，其中28人伤势严重。

中国驻土耳其使馆表示，截至目前，尚未接到有关中国
公民在爆炸事件中伤亡的报告。

10日上午，安卡拉火车站附近发生两起爆炸。据报道，安
卡拉当天中午将举行一场和平集会。爆炸发生时，参加集会的
一些游行者正在火车站前等候。报道援引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话
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爆炸由自杀式袭击者制造。

土耳其首都发生爆炸
死亡人数升至86人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2015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了解到， 参赛选手可于10月15日
至17日前往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领取号码布、 参赛T
恤、 存衣袋和参赛指南等参赛物品， 不允许代领。

领取参赛物品的选手须提供3种材料： 由选手本人出
示有效身份证件 （二代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胞
证等） 并提交复印件， 不允许代领； 报名确认函 （请提前
登录赛事官网， 自行核对信息下载打印）； 选手本人现场
签署 《TCL2015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参赛声明》 （18周岁以
下选手需由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签署参赛声明）。

具体领取时间为： 15日、 16日10时至18时， 17日延长
至21时。 领取地点在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

“长马”15日起发放参赛物品

网约“专车”：
合法身份获准，市

场面临“洗牌”
主要内容：明确网约“专车”经营者、

车辆及驾驶员的准入门槛，要求经营者承
担承运人责任，保证接入车辆具备合法营
运资质。

现状：网约“专车”一直游走在灰色地
带。据几大网络约车平台不完全统计，各地

“专车”注册量已近千万，其中占主体的私家
车主要以两种方式“标榜”自己的合法性：一
是强调“共享经济”，用公益性的“合乘”“拼
车”等形式立足；二是将私家车挂靠在汽车
租赁公司、车主签约劳务公司，网络平台和
乘客共同达成形式上的“四方协议”。

根据2014年9月通过的《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规定》， 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属于违
法行为。针对专车弊端，部分地区开始改
革。8日，上海市交通委率先给网约“专车”
正名，向滴滴快的颁发网络约车平台经营
资格许可。

专家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军
表示，“专车”服务是一种带有法律规避性
质的商业创新，但它和出租车行业准入管

制目标并无根本性冲突， 且社会效果正
面，应承认“专车”服务的合法性，设置准
入条件是使其更完善。王军认为，根据意
见，私家车若要参与网约车运营就要变更
车辆性质，一旦变成为营运车辆，私家车
报废年限就变成八年，“这会让很多私家
车车主打退堂鼓，尤其对滴滴、优步等私
家车集中平台产生巨大影响，出租车行业
也许会面临一轮大‘洗牌’。”

“份子钱”：
协商确定标准，动

态调整提升透明度
主要内容：由出租汽车企业、行业协

会与出租汽车驾驶员、 工会组织平等协
商，确定承包费标准或定额任务，实行动
态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现状：“份子钱”是出租车司机向企业
上交的承包金的俗称，是出租车公司的重
要收入来源。“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好几
百元”，是出租车司机对份子钱的吐槽。

近年，不少地区开始探索降低“份子
钱”。 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副处长
陈潇介绍，2015年起，武汉不再向出租车
经营者收取每年每车6400元的出让金，
平均每辆车的司机每月减负500余元。

专家解读： 虞明远表示，“份子钱”与
出租车司机及出租汽车企业的利益息息
相关。鼓励平等协商，合理确定承包费标
准或定额任务，实行动态调整并向社会公
布，有助于“份子钱”更加清晰透明。要鼓
励探索新方式，让出租车司机掌握更多话
语权、议价权，提升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

牌照：
无偿使用打破经营垄断

主要内容：逐步实行经营权期限制和
无偿使用。

现状：在我国，出租车市场长期被看
做一种可以“经营”的资源。在数量管控和
公司化经营中，形成了巨大的“奶酪”。以
义乌为例，以往经营权使用费每车每年为
1万元， 取消后政府直接减少财政收入千
万元以上。 出租车牌出现了“公车公营”

“合作经营”“挂靠经营”等模式。
出租车经营权改革是理顺出租车行

业关系的前提，各地频频“试水”。例如湘
潭市将经营权、产权“两权合一”，个人挂
靠和合作经营“两制合一”， 出租车租赁
者、驾驶员“两体合一”。

专家解读：“无偿使用”打破了出租车
经营垄断，动了利益的“奶酪”。“只有传统

出租车规范有序了， 再综合治理网络平
台，才具备参照系和可行的条件。”中国道
路运输协会副会长孔卫国说。

定价：
首次提出“政府指

导价”
主要内容：对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实行

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现状： 出租车行业基本是政府定价。

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
将出租车定价权赋予了各省区市的财政、
价格主管部门和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
根据市场供求、出租汽车企业、司机成本
收益状况和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价
格。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出租车
价格调整机制不够动态，太过刚性；与公
共交通的比价关系也不合理，价格偏低。

专家解读：上海市出租车行业协会秘
书长石景明表示，此次交通部明确提出政
府指导价，是一大进步，对于出租汽车行
业发展非常有利。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一位
专家表示，价格根据市场适度调节比较合
理，政府指导价是更为合适的创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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