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0.74
元！”如果你购买一张 2元的“7星
彩”体育彩票，会在票面收到这份
感谢。

中国体育彩票自 1994年全国
统一发行以来，始终坚持为国家筹
集公益金，以发展体育和公益事业
为己任。截至 11月 12日，中国体
育彩票已累计筹集 5563.12亿元，
2020年度已筹集416.70亿元。

财政部最新公告显示，2019
年，全国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合计
发行销售 4220.53亿元，共筹集公
益金 1158.81亿元。其中，体彩机
构发行销售彩票 2308.15亿元，筹
集583.18亿元，占比超过一半。

一张张体育彩票，犹如投入湖
中的一枚枚石子，激起层层公益涟
漪，见证着国家公益力量透出的浓
浓民生暖意。

电影《夺冠》近期热映，片中1:1
还原了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地
——40年前女排出发的地方。

“刻骨铭心！”中国女排主教练
郎平感慨。

从1973年起，漳州就成为中国
女排的主要训练基地，一路伴随女
排诞生诸多传奇。基地建成之初，
投资经费仅 3万元，全是竹棚建筑
以及三合土的训练场地，直到体彩
公益金助力翻新，才有了塑胶地。

为保留中国女排精神的起点，
2017年以来，体彩公益金投入 1.4
亿元翻新老馆，同时将其开放给普
通市民，为全民健身带来便利。

根据现行《彩票管理条例》相
关规定，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
行销售收入和逾期未兑奖的奖
金。根据不同彩票品种，彩票公益
金提取比例不同。体育彩票公益
金专项用于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
身计划、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体育
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可以说，奥运奖牌的背后，离
不开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
任张弛说，体彩公益金被用于培养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支持国家队
备战、举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等。

如今，从全民健身中心到城市
健身步道，从“15分钟健身圈”到设
备齐全的运动场馆……“2019年，
仅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体彩公益金
用于全民健身的投入就超过 28亿
元。”张弛说。

在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
治县毛坪镇第一中心小学，由国家
体彩中心、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
成都体育学院共同发起的“公益体
彩 扶贫支教”活动，不仅为镇中心

小学捐赠了体育器材，还派去了专
业的支教教师。

“结合我的专业，我在毛坪镇
第一中心小学开展了体育课特色
教学。”成都体育学院体操专业本
科生王萌颖，说起自己的支教经历
十分自豪。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以
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扶贫事业支
出 26.4亿元，比 2018年多投入 6.4
亿元；此外，为教育助学投入 10亿
元、为医疗救助投入 18亿元、为养
老公共服务和残疾人事业分别投
入10亿元、21.99亿元……

张弛表示，体彩公益金的使用
早已跨越体育范畴，在社会保障、
脱贫攻坚、医疗救助、教育助学、法
律援助、残疾人事业、养老公共服
务等民生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为推动体彩事业健
康发展，国家体彩中心还加快构建
责任彩票体系，壮大彩票公益力
量。

“在工作中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是公益的先行者，也是
公益的传播者。”从事体彩工作 10
年的广西贵港市体彩专管员林章
宁，目前负责近70家体彩实体店日
常服务管理兼公益宣传等工作。

张弛介绍，26年来，中国体育
彩票在全国发展代销实体店 17万
个，从业人员接近30万人。像林章
宁这样投身公益事业的基层体彩
人还有很多。

记者了解到，今年疫情导致体
彩销售受影响，国家体彩中心及各
级体彩机构通过各种方式，为体彩
实体店代销者提供超过4亿元补贴
帮扶，帮助大家渡过难关，通过多
种方式丰富业务种类，加强组织培
训，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公益事业。

张弛坦言，体彩作为国家公益
彩票，要更多地将责任理念贯穿于
游戏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建设和
资金使用等体育彩票发行销售各
个环节，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在倡
导理性购彩、触达潜在人群、树立
品牌形象、挖掘综合价值方面还有
进一步开拓空间。”

一张体育彩票的能量或许微
小，但千万张彩票汇聚起来，就能
成为助推公益事业发展的强大动
能。张弛表示，体彩将加强渠道建
设，扩大和优化购彩人群，促进行
业生态净化；加强防范运营风险，
引领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开展；提升
体育彩票公益公信形象，引导社会
价值认同，以负责任的方式为国家
筹集更多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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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

为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
目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
向社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
限，待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7789 沈小姐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建设的太炎中
学（城南校区）改扩建工程，总用地面积6.2518公顷，由
浙土字（330110）A[2019]-0002（面积 2.5386 公顷），
（A2004）余政地字第 125 号（面积 0.0080 公顷），
（B2001）余政字第 236号（面积 0.0315公顷），（B2002）
余政地字第 105号（0.3423公顷），（98）余政地字第 67
号（3.3314公顷）组成，因时间久远，经查（A2004）余政
地字第 125号，（B2001）余政字第 236号，（B2002）余政
地字第 105号，（98）余政地字第 67号无原件批复已遗
失，特此说明。

运河杭南村综合供能服务站地块，位于运河
街道杭南村，四至范围是：东至禾丰港;南至运河
街道杭南村土地;西至荷禹路；北至运河街道杭
南村土地。现经政府批准，该地块拟做经营性用
地挂牌出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
信、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2020年11月
16日前到杭州余杭南苑街道时代广场2号楼309
登记，逾期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袁经理
联系电话:0571-86165973

2020年11月14日

通 告

遗失启事

径山绿景村综合供能服务站地块，位于径山
镇绿景村，四至范围是：东至径山镇绿景村土地;
南至长西线;西至径山镇绿景村土地；北至径山
镇绿景村土地。现经政府批准，该地块拟做经营
性用地挂牌出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
信、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2020年11月
16日前到杭州余杭南苑街道时代广场2号楼309
登记，逾期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袁经理
联系电话:0571-86165973

2020年11月14日

通 告

遗失潘明兴位于余杭区临平政法街B1-10号房产的契
证，证号为120040976，声明作废。

助力体育强国梦
增强百姓获得感

26年超5500亿元体彩公益金释放民生暖意

本
版
均
据
新
华
社

“两湖”禁捕之后
人湖相依，共生共存。千百年来，鄱阳湖、洞庭湖为栖息于此的

自然万物提供庇护，让生命得以孕育。

江湖一体，江湖两利。鄱阳湖、洞庭湖又被誉为长江“双肾”，与

长江构成生命有机体。然而，由于环境恶化、滥捕滥捞等原因，长江

“双肾”健康一度堪忧。

今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分类分阶段实行禁捕。根据农业

农村部、财政部、人社部联合出台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

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江西省、湖南省出台方案，鄱阳湖、洞庭湖从1月

1日起开启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

告别滥捕滥捞的历史，经受住洪水的考验。全面禁捕，给长江

“双肾”带来新生之机！

生态之变：从全面衰退到全面修复

理念之变：从竭泽而渔到保护优先

生活之变：从靠湖吃湖到靠湖兴湖

早上 8时 30分，江西湖口县
北门渡口码头，湖口县江豚协巡
队队员、捕了一辈子鱼的舒银安
开始了一天的巡护任务。

今年汛期，舒银安和队员也
坚持定期来岸边巡护，水位下降
后又恢复了水上巡护。

三年前，当舒银安加入江豚
协巡队、协助渔政人员打击非法
捕捞时，身边少数不理解的渔民
骂他们是“渔民的叛徒”。

但舒银安很坚定：“不能再这
样捕下去，否则鱼都要绝种了！”
三年来，他和协巡队其他队员始
终坚守在这片水域，默默守护着
这里的江豚和渔业资源。

骂声越来越少，加入的人越
来越多。如今，湖口县江豚协巡
队 11名队员中，有 8名是之前世
代捕鱼的渔民。

从捕鱼到护鱼，是湖区群众
理念之变的缩影。随着全面禁捕

的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理念在湖区牢牢扎根，生态
保护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
护生态就是守护未来。禁止采
砂、关闭污染企业、规范畜禽养殖
……一系列改善湖区生态的措施
出台。江豚保镖、候鸟医生、麋鹿
管家……越来越多人加入守护湖
区生态的队伍中。

今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

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
保障工作。

江西鄱阳县双港镇长山村位
于鄱阳湖的一个湖中岛上，在村
口，一张巨幅鄱阳湖国际生态旅
游岛的规划图承载着渔民们的美
好期盼。“虽然不捕鱼了，但生态
保护好了、旅游发展起来后，相信
大家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
好！”村支书杨志刚说。

今年，江西九江水产科学研
究所科研人员在鄱阳湖火焰山水
域发现上百条刀鱼群体，还发现
多处疑似刀鱼产卵场。“这是近十
年来首次在鄱阳湖发现大量刀鱼
群体，表明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江西省水
产技术推广站研究员戴银根说。

烟波浩渺、水草摇曳、银鳞游
泳……曾经，鄱阳湖和洞庭湖上
最平常的一幕，如今却成为人们
对长江“双肾”的最美记忆。由于
环境恶化、滥捕滥捞等原因，两湖

生态环境一度不断恶化，生物多
样性持续下降。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渔业
部门曾进行普查，当时湖区鱼类
有 158种。而在此后的近 20年
间，鄱阳湖鱼类减少了 30余种，
鲥鱼、胭脂鱼等濒临灭绝。在洞
庭湖区，“洞庭之心”大通湖由于
过度投肥投饵养殖、捕捞鱼类及
面源污染等，在国家地表水水质
断面考核中水质一度为劣V类。

长江“双肾”病了！2002年
起，我国在长江流域试行春季禁

渔制度，每年3月至6月鱼类繁殖
产卵季，鄱阳湖、洞庭湖禁止所有
捕捞作业。但禁三个月、捕九个
月，依然难以扭转生态恶化趋势。

从今年1月1日起，两湖从季
节性禁捕转向为期十年的全面禁
捕，开启全面修复的新阶段。湖
面上不见了往年渔船出港、渔民
下湖的热闹场景，取而代之的却
是处处悄然勃发的新生机。

通过生态修复，如今这里已
摘掉劣V类水质的“黑帽子”，水
质明显提升，消失的螺、蚌、鱼、鸟

等都开始回来了。“今年 6月，在
湖区监测到世界极危物种青头潜
鸭、低危物种棉凫。”湖南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
长高大立说。

近五年来首次在夏日监测到
白枕鹤、麋鹿种群，数量由两年前
野放时47头扩大到55头，鄱阳湖
区也迎来越来越多“新居民”。

“如今，湖区不少人都看到过
江豚成群结队嬉戏的场景，这表
明鄱阳湖生态正加快恢复。”江西
省鄱阳湖渔政局局长谢连根说。

伴随切割机飞溅的火花，江
西南昌新建区南矶乡矶山村渔民
吴克虎的两条渔船被拆解了。

“船是我主动上交的，政府有
补偿，还给办了社保。”56岁的吴
克虎和妻子打了大半辈子鱼，洗
脚上岸后开了一家农家乐，一年
有七八万元收入，比以前捕鱼强
多了，还更稳定。

随着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陆续
实施禁捕，包括鄱阳湖、洞庭湖在
内的长江流域近 30万渔民将交
船收网、洗脚上岸。和吴克虎一
样，许多一辈子生在湖里、长在湖

里的渔民发现，除捕鱼卖鱼外，原
来“靠湖吃湖”还有很多新吃法。

从捕鱼到养鱼，填满“鱼篓
子”——

“其他技术不懂，鱼虾的生活
习性我可是内行。”在新建区象山
镇，上岸渔民吴华山依旧没离开
水，在政府引导支持下，发展起稻
虾生态养殖，一年有30万元收入。

在洞庭湖畔，一个个兴起的
生态渔场，不仅让老百姓的“鱼篓
子”更健康了，也让渔民的“钱袋
子”更鼓了。湖南岳阳市华容县
渔民盛国平说，禁捕后，他到当地

一家生态渔场打工，每月可以拿
到 4000块钱，还能学习先进的养
殖模式，为以后创业做准备。

从卖鱼到卖景，吃上“旅游
饭”——

“春看草，夏看水，秋看芦，冬
看鸟。”驱车绕行在鄱阳湖畔，沿
湖不少地方主动转型，依托湖区
的湖光山色，引导上岸渔民发展
生态旅游。

在鄱阳湖康山垦殖场堤坝
下，67岁的老渔民朱义才和儿子
儿媳正忙着招呼来家里吃饭的游
客。“随着候鸟陆续到来，接下来

的生意会更好。”他说。
从上岸到上班，变身“上班

族”——
南洞庭湖畔，在湖南星海运

动用品有限公司车间，一些上岸
渔民正在织机旁麻利地裁剪、串
边、缝纫，制作体育休闲用品。

今年 4月，曾在洞庭湖上捕
鱼的陈志军来到这里上班，月收
入 5500元左右。“生产运动用网，
劳动强度比原来低，工资却增加
了不少。厂子干净宽敞，还有空
调吹，很舒服。”他说，在公司，像
他这样的转业渔民很多。

越冬候鸟栖息在鄱阳湖湿地水域（11月5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