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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在万物茁壮生长，各行各业奋发
向上的夏天，体彩顶呱刮即开票“锦
鲤”携“鸿运”焕新来袭，在5月15日
开启“购彩遇锦鲤 好运又有礼”活
动，希望给大家带去好运和惊喜！此
外，湖南体彩还额外准备了好礼相
送，千万别错过！

“锦鲤”来袭 最高奖金一百万

体彩推出“锦鲤”主题系列即开
票，近日将在全国各地陆续上市销
售，为每一位期待美好生活的购彩者
送出好运祝福。

“锦鲤”这个词，相信大家并不陌
生，中国自古就有“鲤鱼跳龙门”的说
法，寓意逆流前进，奋发向上，后来人
们将它看成吉祥、幸福的象征。近年
来，“锦鲤”更是成为了最热“网红”之
一，网友们纷纷“转发锦鲤求好运”，
希望这一幸运的象征能够带走生活
中的不如意，让自己时来运转。

带着“锦鲤”所蕴含的美好寓意，
体彩“锦鲤”系列即开票焕新来袭，系
列票共包含5元、10元、20元三种面

值，返奖率高达 65%。其中，5 元票
面主形象为“龙凤锦鲤”，寓意着龙凤
呈祥，最高可中10万元；10元票面以
红色为背景，主形象为“红白锦鲤”，
寓意着前程似锦，最高可中25万元；
20 元票面主形象为“黄金锦鲤”，极
具奢华感的黑金色调，寓意着富贵和
招财进宝，最高可中100万元。三种
票面均采用金属墨工艺，设计风格时
尚清新，金袍加身，突显栩栩如生的
锦鲤形象，尽展锦鲤气质，极具收藏
价值。

“鸿运”当头 千元电商卡等你赢

伴随着“锦鲤”系列即开票的上
新，体彩同步开展“购彩遇锦鲤 好
运又有礼”活动。2020 年 5 月 15 日
09:00 至 6 月 21 日 23:59，您在体彩
实体店购买任意面值的“锦鲤”系列
即开票（5 元、10 元、20 元），刮开覆
盖膜如果出现“鸿运”字样，即可获
得面值 1000 元苏宁卡一张。也就
是说，您购买体彩“锦鲤”系列即开
票不仅有机会冲击奖金，而且还有

机会获得价值千元的惊喜奖品，真
可谓是锦鲤加鸿运，惊喜多一份！

本次活动奖品共计 8000 张，如
6月21日23:59:59前奖品派送完毕，
则活动提前结束。如果您购买的“锦
鲤”系列即开票幸运刮出了“鸿运”，
请在完成奖金兑付后（如有），刮开保
安区覆盖膜，通过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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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提示完成兑换。

幸运字样 湖南体彩再送好礼

除了全国活动，湖南体彩也准备
了好礼，只要您刮出指定幸运字样就
能拿！

2020年5月20日至6月30日，
您在湖南省体彩实体店购买任意面
值的“锦鲤”主题系列即开票（5 元、
10元、20元），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如意”字样，即可获得总面值100元
的即开票；出现“吉祥”字样，即可获
得总面值 30 元的即开票；出现“兴
旺”字样，即可获得总面值 5 元的即

开票。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情况，均
须到体彩实体店通过终端设备完成
兑奖操作后，方可额外获赠对应奖项
的即开票。已在行业渠道与社会门
店经手机终端或IVT设备扫描兑奖
的彩票，不予以兑换额外奖励。

自上市以来，体彩顶呱刮即开票
就承担着公益责任，购彩者每购买一
张面值20元的即开票，将有4元进入
体彩公益金，这些公益金被广泛用于
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在积极
履行责任的同时，即开型体育彩票也
在不断为大家带去快乐、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坚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给
购彩者带来新鲜体验和更多惊喜。

在这个特殊的 2020 年，体彩推
出象征幸运寓意的“锦鲤”即开票，为
大家送出好运祝福。“购彩遇锦鲤 好
运又有礼”活动即将开启，你准备好
迎接“鸿运”了吗？5月15日，体彩实
体店不见不散！ （孙 涛）

5 月 10 日下午，在
停赛 100 多天后，由长
沙市体育局、长沙市体
彩 分 中 心 倾 情 打 造 的

“体彩杯”5 人制、7 人制
彩民足球赛重启大幕！
此项足球赛在全市范围
内共设河东、河西两个
赛区，在接下来的将近
一个半月时间里，全市
64 支队伍将展开激烈角
逐，经过 129 场比赛争夺公开组、30+、40+
三个组别的冠军。

此项足球赛于1月4日揭开战幕，受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途停摆，在国内疫情
逐渐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终于在沙湾公园
足球场和王陵公园足球场重启。据了解，
为防控疫情，赛事承办方精心组织，合理安
排场次，缩短比赛时间，对人员进行分流，
避免过多的聚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完
成赛事。

开赛当天下午，在王陵公园足球场，工
作人员看到有两块场地正在上演激烈的5人
制足球赛，是率先开打的40+年龄组。尽管

已经是大叔，有的肚腩稍显突出，但大家顶
着大太阳依然生龙活虎、奋力奔跑，在挥汗
如雨中体验足球运动的快乐。据了解，当天
下午，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淘汰赛阶段将
在5月17日进行，并将在6月中旬决出3个
组别最终的冠军。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此项比赛是中国
体育彩票支持的民间足球赛，旨在让更多的
人参与体育运动，加入到全民健身中来。中
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筹集的公益
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为
推 动 实 施 健 康 中 国 战 略 贡 献 力 量 。

（孙 涛）

购彩遇“锦鲤”好运又有礼 长沙市“体彩杯”彩民足球赛重启

长沙市“体彩杯”彩民运动赛足球比赛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肖畅

县级融媒体中心怎样建设？“媒体+政
务”怎样呈现？自1月20日“新湘乡”APP
上线以来，湘乡市融媒体中心在湖南日报
新湖南云省级技术平台的支撑下，整合已
有政务服务资源，不断探索“媒体+政务”
运作模式及经验，形成指尖问政、咨询办
理、为民服务的政民互动良好生态。

“打造‘指尖上的政务服务中心’，让
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做实服务，做大

‘朋友圈’，不仅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
‘标配’，也是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所在。”近
日，湘乡融媒体中心负责人吴国奇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讲好“普通话”与“湘乡话”

“老人嘎到屋里看烧火吃瓜子，男人
嘎堂客们到屋里看电视，小家伙几就多到
屋里多写点作业。少串门，勤洗手，一家老
小少出去，待在家里守阵地！”

点开湘乡融媒体中心制作的短视频
《湘乡防疫方言喊话PK》，村支书、社区干
部等防疫一线基层干部用方言“喊话”，劝
说市民“少出门，莫聚砣”。不少网友留言：

“港滴好！听哒亲切！”“有味，爱听！”
如何让政务信息发布更接地气，受众乐

于接受？“既讲好‘普通话’，又定制配送‘湘
乡话’”，是湘乡融媒体中心给出的答案。

疫情防控期间，该中心充分运用“新
湖南云”传播优势，统筹端、网、微、报、播、
台等媒体矩阵，一方面权威、准确、快速发
布和解读政务信息，让“接天线”的“普通

话”不走样；另一方面，选取部分政务信息
设计制作成海报、长图、H5、短视频、访谈
节目等融媒体产品，让“接地气”的“湘乡
话”更走心。

此外，该中心还组织团队，对政策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报道，对受众反馈开展调
查。同时，借助中央厨房大数据平台舆情、
传播、新闻管理“智库”作用，让“普通话”
更好听、“湘乡话”更动听。

市民网上吹哨，部门融媒报到

3月18日，市民王先生通过“新湘乡”
APP民生在线平台发布投诉：飙车族驾驶
摩托车“炸街”扰民，存在安全隐患。接到
群众“吹哨”，交警部门随即处理。4天后，
针对飙车乱象的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市铺
开。

与王先生的投诉不同，村民陈志华则
向平台发来求助。受疫情影响，他家养殖
基地的鹌鹑蛋滞销。

得知情况，湘乡融媒体中心随即派出
记者采访。报道链接发出不到24小时，滞
销的近万斤鹌鹑蛋便销售一空。为解决民
生所盼，该中心还在APP上开设爱心助农
版块。截至目前，助农销售总额近 200 万
元。

“作为基层群众‘家门口’的党媒，我
们通过完善网络政务、畅通民声渠道、接
受群众投诉和监督等，厚植群众沃土，提
高互动粘性。”吴国奇说。

为此，湘乡融媒体中心在APP上设置
多渠道投诉反馈平台，包括党政、群团、机
关等 85 家单位“打卡报到”“长期入驻”。

平台还对职能部门的诉求回复与处理情
况进行“曝光”。市民不仅可全天候一键问
政，还可通过媒体监督提高问题解决率。
疫情防控期间，端网反映民生诉求近300
条，群众满意度100%。

打造“指尖上的政务服务中心”

“不仅可以看新闻、提建议，还能缴费
办证，真是‘一端在手，天下全有’嘞！”这
些天，家住南门大市场附近的 78 岁老人
曾时英，通过“新湘乡”APP服务板块，足
不出户解决了让她犯愁的有线电视续费
问题，心里别提有多乐呵。

打造“指尖上的政务服务中心”，让百
姓用得上、用得好、长期用，实现从“人找
人办事”到“人找融媒办事”、从“最多跑一
次”到“零跑腿”转变，是湘乡融媒体中心
做强“媒体+政务”思路的初衷。

今年来，该中心对接湖南政府服务
网，逐渐融入政务服务、社区服务、生活服
务和互动功能，不仅提供申报审批、注册
办证、办理社保、投诉受理等一站式政务
服务，同时整合水电燃气缴费、就医、税
务、旅游、购物、停车等便民服务资源，打
通新闻资讯和政务、民生服务壁垒，让网
上办、预约办、掌上办成常态。

“看手机，距离不过一尺，但可以解决
群众跑腿排队最后一公里。”吴国奇说，

“我们不搭虚架子，落地、实用是王道，增
强用户粘度、做大朋友圈，才是硬道理。”

当前，湘乡融媒正在探索搭建政银企
服务平台，开辟行业融媒生活圈，创新推
出“微直播+一镇一品”等服务。

湖南日报 5 月 14 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文娜）5月13日，湖
南省卫生健康委在省职业病防治院
举行 2020 年职业性尘肺病随访调
查项目技术培训及工作部署会。据
悉，我省培训采用国家线上培训和
省级线下工作部署同步进行。

我省尘肺病防治形势比较严

峻，尘肺病例占全省职业病报告病
例数的90.3%。2019年，全省新增报
告尘肺病1218例。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5部委于近日下发《关于开展职业
性尘肺病患者有关信息核查工作的
通知》，要求8月前完成全国职业性
尘肺病患者的随访调查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本次调查根据国家《尘

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总体要求
开展随访调查，是以新中国成立以
来至 2019 年底已报告的职业性尘
肺病患者为对象，旨在摸清职业性
尘肺病患者的健康状况、保障情况
等，为实施分类救治救助、研究加强
尘肺病患者兜底保障措施奠定基
础，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郭媛 吴尚忠

从1月初放寒假至今，已经整整
4个月，不少尚未返校的高校学子心
里在问：“我的寝室还好吗？”

这几天，在湖南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一场超有爱的行动正在上
演：该校 428 名教职工变身“保洁
员”，纷纷拿起地板刷、抹布、清洁
剂等清扫物品走进学生寝室，进行
大扫除、通风消毒、晒被子等，目
前，864间寝室已焕然一新，静待学
子归来。

大扫除这活儿，很多学校都由
宿管员或物业公司来完成，湖南工
程职院为啥要花大力气组织教职工
参与呢？该校校长陈建军介绍，由老
师参与，既可以充分尊重学生隐私，
也可以确保私人物品安全，还能拉
近师生之间的感情和心理距离。

这场爱心大扫除并不是“盲目”
的。该校学工部负责人介绍，该校
共有1698间宿舍，最开始的打算是
全部打扫，但考虑到涉及个人隐私
等问题，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向全校
学生开启“云接单”寝室服务项目。
所有学生以寝室为单位在平台上发
送请求，比如：是否需要打扫寝室，
重点清扫哪些区域，有哪些特别事
项等等。据统计，“云接单”短短1个
小时就接到学生们的打扫“订单”
400 余条。最终确定打扫房间 864
间、只需晒被子的寝室100余间，全
校 428 名教职工主动报名参与打
扫。

据悉，大扫除之前，学校总务
处、医务室前期对宿舍楼全部进行
了消杀工作，学校专门列出打扫寝
室卫生的标准，并将开展检查。老师
们对这场爱心行动也非常积极，包
括该校党委书记龚声武、校长陈建

军在内，纷纷踊跃参与。
“老师帮我收收衣服吧，都快晒

了半年了！”“被子别弄混了，桌子上
的花扔一下，万分感谢！”“可以在清
理时保持电话沟通”……学生们的
要求五花八门，老师们会先看清需
求，再开始“行动”。9日下午，该校现
代经贸学院的韦林利老师在打扫时
还进行了直播，让大家可以实时在
线观看打扫过程。“老师们太有爱
了。”“我觉得要被学校和老师宠坏
了。”直播过程中，学生们隔着屏幕
向老师送上小星星和鲜花，画面十
分暖心。

“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不能只停
留在嘴上，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
该校党委书记龚声武说，这次活动
既传递教育温情，体现学校教职工
对莘莘学子的人文关怀，也希望通
过言传身教激发学子关注劳动教
育，提升劳动意识。

湖南日报5月14
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陈英）5 月 12
日上午，“向湖南省援
鄂医护人员捐赠全年
特仑苏”活动在湖南省
脑科医院举行，湖南
1502名援鄂医护人员
每人获赠一张牛奶慰
问卡，内含24箱牛奶。

据悉，该活动由
湖南省慈善总会和湖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蒙牛集团华中大
区共同举办。为致敬
最美逆行者，蒙牛向
全国 4.26 万名援鄂医
护人员捐赠全年、包
邮到家的牛奶，为逆
行天使们提供最好的
营养支持。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邓彪）5 月12 日，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联
合举办警邮合作电动自行车登记启动培训
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从12日起，我省推
出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网上办”和“就近
办”服务。

根据许可法定的原则，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登记许可并发放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是
唯一法定号牌。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电
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业务，湖南交警携手湖
南邮政，警邮合作，推出便民新举措。电动
自行车车主可通过“电动自行车”APP 实

现“在线申办、号牌邮寄到家”的服务，也
可通过邮政网点就近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
服务。

据了解，去年9月1日，《湖南省电动自
行车登记规定》正式实施，标志着我省电动
自行车登记工作全面启动。根据相关要求，
今年10月31日前，全省90%的电动自行车
需完成登记上牌。但截至5月10日，全省电
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数量仅为71.8万辆，只
占全省保有量的13.7%。对此，湖南公安交
警部门正在加快推进《湖南省电动自行车
管理办法》的制定工作，年内有望出台实
施。

湖南启动职业性尘肺病患者的随访调查工作

“老师们太有爱了！”
湖南工程职院428名教职工，打扫学生寝室864间

湘乡融媒体中心“媒体+政务”做大“朋友圈”——

“一端在手，天下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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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我省电动自行车上牌
实行“网上办”“就近办”

湖南日报 5月 14 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王曲波）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全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
上获悉，今年我省药品监管将进一步
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承诺
即换证”改革试点，加快推进智慧监
管，助力全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省药品监管系统不断
创新监管方式方法，有力提升了监管
效率。2019年我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周期较上年缩短70%，其中部分注
册事项办理时限由180个工作日压

缩至10个工作日；化妆品生产许可
时限由2个月压缩至5个工作日。在
各项改革措施推进下，去年全省医疗
机构制剂、医疗器械、化妆品品种均
有大幅增长，新增医疗机构制剂新品
种116个，同比增长205%；新增医疗
器械品种 585 个，较上年同期增长
4.6倍；新核发化妆品生产许可证12
个，同比增长140%，备案4264个化
妆品产品，同比增长49%。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强
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药品监
管工作责任重大。今年全省药品监
管工作要坚决推动落实药品安全党
政同责，切实加强药品监管工作协
同，确保药监机制运行更为顺畅；要
坚持良法善治，推动药品监管法治
建设，不断修订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严格规范行政执法，重点加强对高
风险产品和重点领域的监管，抓好
百日集中整治行动等专项整治行
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人
民群众用药安全。

湖南高校学生
陆续返校
5月 14日，湖南大学第

五食堂，学生、老师在打包中
餐。近日，湖南不少高校确定
返校时间，大学生陆续开始返
校。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加快推进药品智慧监管
全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