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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福彩“辛丑牛”生肖票派奖及营销活动重磅来袭
全国预计2亿元派奖奖金 全省6300张面值1000元加油卡

牛气冲天，牛年到
好运冲天，福气到

福彩刮刮乐“辛丑年”生肖系列即开票游戏
(以下简称“辛丑牛”生肖票）
派奖及营销活动重磅来袭
1月18日至3月5日
全国2亿元派奖奖金

全省6300张面值1000元中石化加油卡
如此丰厚的奖品 你还在等什么？

快让我们一起提前感受下
这场“牛转乾坤”的狂欢盛宴吧！

精彩奖不停，2亿元“辛丑牛”生肖票
大派奖盛大来袭！

为回馈彩票购买者，中福彩中心将于1月18
日0点至3月5日17点在全国开展““辛丑牛”生
肖系列即开票游戏派奖活动。活动期间，针对

“辛丑牛”生肖票10元票和20元票进行派奖。对
单张彩票兑取“辛丑牛”生肖票50元、25万元以
及100万元三个奖等的彩票购买者进行派奖，每
个奖等的派奖金额等于相应奖级的设奖金额，具
体为：兑取50元的中奖者，派送50元固定奖金；
兑取25万元的中奖者，派送25万元固定奖金；兑
取100万元的中奖者，派送100万元固定奖金。
全国派奖金额预计2亿元。

牛年贺岁献好礼
6300张面值 1000元加油卡等你

来拿！
它来了，它来了！它带着奖品走来了！彩友

们，赶紧抓住机会，如果你运气足够好，1000元
中石化加油卡就是你的了！在“辛丑牛”生肖票
活动期间，在我省购买福彩刮刮乐“辛丑牛”生肖
票10元票或20元票任意品种，每日9点至21点
（活动最后一天为9点至17点）通过“山东福彩中
心”微信公众号扫描彩票保安区覆盖膜下的二维
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获得面值1000元的加油
卡，全省共送出6300张油卡！谁能获得1000元
加油卡，让我们拭目以待！

试刮有惊喜 赢超值现金红包！
1月14日至15日期间，每天9时至22时，用

户只要关注“福彩刮刮乐”微信公众号，并完成手
机号绑定，即可免费参与“辛丑牛”生肖票试刮活
动，有机会获得随机现金红包奖励，现金红包发
完即止。动动手指就有机会赢取大奖，心动不如
行动，快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10元贺岁票“辛丑牛-牛年大吉”

“牛年大吉”是为庆祝辛丑牛年而推出的一款
生肖纪念票。该票将铜钱元素与活泼的卡通牛搭
配，新颖有趣，一只可爱的小牛向你送来牛年祝福

“牛年大吉”，可爱活泼，祥云与灯笼寓意吉祥如
意。整体票面喜庆吉祥，有浓厚的节庆氛围。

该彩票面值10元，头奖25万元，奖级9级，
返奖率65%，中奖面31.55%。

游戏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
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的号

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牛”图符，即

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奖金的两倍。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20元贺岁票“辛丑牛-福牛贺岁”

“福牛贺岁”是为庆祝辛丑牛年而推出的一
款生肖纪念票。该票延续往年生肖票传统风格，
采用专色油墨印刷，票面设计端庄大气，符合节
庆票氛围。主视觉区选取了民间剪纸艺术，再配
以富贵吉祥的花纹装饰，寓意牛年大吉。

该彩票面值20元，头奖100万元，奖级13
级，返奖率65%，中奖面39.58%。

游戏规则：刮开覆盖膜，在同一局游戏中，如
果刮出3个相同的图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
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在任意一局游戏中刮出

“牛”图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奖金

的两倍。共有14局游戏，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如此丰厚的奖金加奖品，是不是很难抗拒呢？一
起走进福彩销售站，享受这场“牛转乾坤”的狂欢
盛宴吧！

（刘畅）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关于开展“辛丑牛”生肖系列即开型彩票游戏

派奖及营销活动的公告

为回馈彩票购买者，根据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统一部署，我中
心决定配套开展“辛丑牛”生肖系列即开型福利彩票（以下简称“辛丑牛”生
肖票）游戏派奖及营销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名称
亿元派奖刮刮乐，送福送彩送油卡。
二、活动内容
（一）全国派奖活动
时间：2021年1月18日0点至3月5日17点。
内容：活动期间，针对“辛丑牛”生肖票10元票和20元票进行派奖。对

单张彩票兑取“辛丑牛”生肖票50元、25万元以及100万元三个奖等的彩
票购买者进行派奖，每个奖等的派奖金额等于相应奖级的设奖金额，具体
为：兑取50元的中奖者，派送50元固定奖金；兑取25万元的中奖者，派送
25万元固定奖金；兑取100万元的中奖者，派送100万元固定奖金。若派
奖期内派奖奖金派发完毕，派奖活动自然截止；若派奖到期后派奖奖金有
结余，结余奖金返回一般调节基金；若派奖奖金超支，差额部分从一般调节
基金中补齐。

（二）全省营销活动
活动：扫码赢油卡。
时间：2021年1月18日至3月5日。
内容：活动期间，在山东省内购买福彩刮刮乐“辛丑牛”生肖票10元票

或20元票任意品种，每日9点至21点（活动最后一天为9点至17点）通过
“山东福彩中心”微信公众号扫描彩票保安区覆盖膜下的二维码参与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面值1000元的加油卡。

三、派奖兑奖和加油卡奖品的领取
（一）派奖兑奖。本次派奖活动时间以即开票销售系统实际兑奖时间

为准，相应奖等的即开票中奖者，应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兑取中奖奖金并获
得派奖奖金，其中，派奖奖金为25万元和100万元的须到市中心兑奖；派奖
奖金为50元的须到销售站点兑奖；通过即开票销售展示柜购票，使用“山
东福彩展示柜”微信公众号进行兑奖的，派奖奖金直接发放到中奖者的微
信钱包中。中奖者须按规定缴纳相应税费。符合条件的中奖者不能在规
定时间内兑奖的，视为放弃派奖奖金。

（二）加油卡奖品的领取。用户中得加油卡奖品后，应准确填写中奖者
个人信息，由第三方服务公司通过快递进行寄送。3月8日17点前不能准
确填写个人信息的，视为弃奖；3月12日24点前，因中奖者个人原因无法
签收快递的，视为弃奖。

四、活动费用（含税）和奖品
全国派奖费用预计2亿元，从中福彩中心一般调节基金支出。全省共

送出6300张面值1000元的中石化加油卡。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1月13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
磊 赵蓓蓓 马银涛）本周，期末考
前专场冲刺课继续为大家答疑解
惑。根据安排，1月 15日晚上 6
点，烟台十中化学教师郭政将讲解

“混合物成分的分析”；1月16日晚
上6点，烟台二中莱山校区数学教
师滕玉主讲“二次函数”；1月17日
晚上7点，烟台祥和中学语文教师
于洁将讲解作文如何审题。

郭政目前是烟台十中化学教
师，烟台市首届教坛新秀培养人，
芝罘区第三届名师培养人。他将
是“名师讲中考”开播以来的首位
男教师。郭老师曾获得国家级说
课一等奖，山东省优质课一等奖。
作为烟台市市级课题主持人，他参
与过研究省级项目和市级课题，曾
获山东省基础教育成果二等奖。

据郭老师透露，本节课主要是
针对中考和期末考试中较为常见
的题型“混合物成分的分析”进行
专题学习。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
对初中阶段涉及到的酸、碱、盐等
物质的化学性质进行较为全面的
认识，对于离子间的共存问题进行
更为系统的应用。

来自烟台二中莱山校区的初
四数学教师滕玉曾获得烟台二中
教学能手，烟台市优质课、优质课
程资源一等奖，参与研究省级项目
课题，是烟台市首届教坛新秀培养
人。在学校师生心目中，滕玉老师
的课堂教学自然流畅，授课深入浅
出，组织严密，思路清晰，善于启发
引导学生，坚持以问题解决为核心、
思维训练为主线、能力提高为目标，
注重学生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
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品质。

二次函数是中考以及期末考
试中的一个重要章节，本节课针对期末考试中二次
函数较为常见的题型进行专项学习。通过复习，学
生可以对二次函数图象的性质，二次函数的应用、二
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关系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对于二次函数的各种类型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烟台祥和中学语文老师于洁是烟台市教育教学
先进个人、芝罘区教育教学先进个人、“活力新课堂”
先进个人，曾获得烟台市语文优质课一等奖和芝罘
区语文优质课一等奖。于老师说，在周日的直播中，
她将综合近年烟台市中考作文
和芝罘区期中期末作文题目，
总结出作文审题应注意的几个
问题，希望有助于学生快速把
握作文题目要求。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
员 潘丹丹）昨天下午1点左右，阳光普照大
地，气温有所回升。记者在福山区永安街看
到，三辆湿扫车缓慢驶过，车后的道路湿润却
不结冰，道路更加干净整洁。

冬季向来是开展深度保洁的盲区。因冬季
气温低，洒水保洁作业后城市道路易出现结冰
打滑现象,给人民群众安全出行带来不便。市
区环卫部门创新道路保洁模式，依托先进技术
设备、先进作业模式，让冬季的道路既干净又安
全，解决了低温天气道路深度保洁的“瓶颈”。

进入冬季后，福山区城管局调整道路保洁
作业模式，结合空气湿度情况，在温度不低于
5℃条件下，安排12辆湿扫车在城区进行道路
湿扫作业。“你看，湿扫车贴近地面均匀喷水，
用水量少，很快蒸发，不结冰，能够清洗干净路
面。”福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介绍，湿
扫车自带高压风机，将路面灰尘直接吸入车
舱，不产生一点扬尘。今年冬季启用湿扫模式
后，获得了市民的认可。

记者从市城管局环卫中心了解到,冬季道
路保洁工作有着严格的规范，需要根据气温变

化情况，科学制定冬季作业预案，合理调整环
卫洗扫、吸扫、洒水等道路清扫降尘作业车辆
作业时间，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最低气
温为5℃及以下时应暂停冲洗作业，特别是桥
梁、坡道严禁洒水冲洗作业，防止造成路面结冰
影响城市交通安全。同时，我市鼓励采用大型
真空吸尘车、深度保洁车、洗扫车等进行作业，
防止道路因冲洗导致积水结冰。启动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时，确需洒水和冲洗作业的，应避开
上下班高峰期。要加大巡查力度，发现路面结
冰情况要及时处理，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不断创新工作方式，让城市环境更加干净
整洁。截至目前，全市市区主次道路市场化运
作率100%，机械化清扫率、洒水率（不含人行
道）达到98.7%；区市主次道路市场化运作率
63%，机械化清扫率达到91.9%。深度保洁示
范路面积达 4175 万平方米，深度保洁率达
97.5%。我市道路深度保洁工作已经基本实现
全面化和长效化，市城管局环卫管理中心将指
导各区环卫部门进一步完善细化道路洒水冲洗
保洁作业流程，在保证道路行车安全的前提下，
保持“六净一洁一见本色”的深度保洁效果。

首次启动“白+黑”清运垃圾模式
芝罘区力争本周完成积存垃圾清运

打破“瓶颈”，道路保洁“干扫”变“湿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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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大范围连续降雪造成清运困难，
以及垃圾箱外乱倒垃圾等原因，造成市区垃圾
箱满溢情况时有发生。

为进一步解决垃圾箱清运不及时的问题，
芝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中心全面开展垃圾
清运治理攻坚行动，全力破解垃圾乱倒及滞留
现象，力争在本周内完成积存垃圾集中清运。

“白+黑”清运积存垃圾

1月12日晚上8点，城市安静下来，路上车
辆和行人明显减少，福茂路垃圾箱点位前却是
一片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垃圾清运场面。暖
暖的路灯灯光下，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两辆铲
车正配合将地上的垃圾铲至自卸车内，几名环
卫工人手持铁锨和扫帚，趁着铲车工作的间歇，
迅速将垃圾聚拢成堆，以方便铲车清理。

记者了解到，为及时清理雪后积存的垃
圾，两家物业公司共出动垃圾清运车辆 38
台，还从社会雇佣铲车、翻斗车25台，调配环
卫工人100余人昼夜清运。“这也是芝罘区首
次启动‘白+黑’垃圾清运模式。”芝罘区环卫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垃圾清运采取全
天作业模式，白天出动压缩车巡回清运市区
垃圾箱的垃圾，夜间19:30至次日凌晨4:00
则出动大型作业车集中清理外运社区内大量
积存垃圾，争取最短时间内将漏运垃圾清理
完毕，消除不良影响。

查处乱倒垃圾行为

13日零时，万家灯火已经熄灭，港城也进
入睡梦中，在毓西路亚细亚酒店东南侧环卫中
心工作人员还在坚守岗位，时刻盯防垃圾箱外
乱倒垃圾行为。大约0：30左右，附近一餐饮
企业的员工驾驶三轮车运送满满一车垃圾，行

至垃圾箱附近，直接将车上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的垃圾全部扔在了垃圾箱外面的地面上。工
作人员见状立即上前阻止，督导餐饮企业员工
将地面清理干净。

13日上午9点，环卫中心建管办中队长林
有宝来到该乱倒垃圾餐饮企业，按照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要求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下步则将按照执法程序进行。“垃圾箱外
乱倒垃圾一直是困扰着我们的大难题，为有效

杜绝箱外乱倒垃圾，我们只能针对乱倒严重的点
位安排工作人员全天候值班，不间断巡查。”林有
宝介绍，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一条规定，随意倾倒、抛撒、堆放生活垃圾或
者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单
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全员“作战”清运垃圾

记者从芝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中心
了解到，暴雪期间，环卫中心督导组巡查人员
一直马不停蹄奔波在清雪一线，实时调度车
辆、人员做好道路清雪工作。雪后又组织人员
集中清理人行道积雪，确保市民出行安全。目
前，为及时有效做好垃圾清运工作，环卫中心
又临时成立八个督导小组，专门针对易满溢点
位，做好应急保障，确保“日产多清、车走地净，
无积存垃圾”。

记者了解到，在芝罘区清运车老化严重、数
量不足且人手不足的情况下，首次启用“白+黑”
作业模式，雇佣社会人员、车辆充实到清运队伍
中，加大清理外运积存垃圾力度，争取最短时间
内将漏运垃圾清理完毕，消除不良影响。

带队清理垃圾的中环洁建投环境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森告诉记者：“近期连降大雪给城
市垃圾清运工作造成很大困难，降低了垃圾清
运工作效率，给市民生活造成很大不便，我们
力争在本周内基本完成积存垃圾的清运，后期
保持常态化运营。”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马晓凤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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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和机械齐上阵人工和机械齐上阵，，清理积存垃圾清理积存垃圾。。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