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彩开奖公告

奖等 六省市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特别奖 0 0 0

一等奖 74 18 3622

二等奖 3417 684 10

中国福利彩票“15选 5”玩法（第 2021018期）

中奖号码 03 04 10 11 15

六省市投注总额：728914 元，安徽投注总额：130764 元
奖池奖金：4818538 元六省市投注总额：574448 元，安徽投注总额：60732 元

奖池奖金：93962549 元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 6+1”玩法（第 2021008期）

基本号码 生肖码

9 5 4 1 6 5 虎

奖等 六省市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一等奖 0 0 0
二等奖 0 0 0
三等奖 2 0 10000
四等奖 40 13 500
五等奖 578 111 50
六等奖 14196 1701 5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第 2021018 期）
中奖号码 1 2 5

奖等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单选 991 1040
组选六 1440 173
安徽投注总额：1720008 元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玩法（第 2021008期）

中奖号码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一等奖 1 0 1049857
二等奖 2 0 74989
三等奖 192 12 1562
四等奖 504 6 200
五等奖 6414 217 50
六等奖 9741 271 10
七等奖 73286 2650 5
全国投注总额：486724 元，安徽投注总额：159748 元
一等奖分布：湖北 1 注。

基本号码 特别码

09 12 13 16 17 20 25 15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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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 ,安徽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围绕全国福彩和全省民政工作整
体部署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全面实
施福彩工作“十三五”规划，以“抓安全、
保稳定 、强管理 、促发展 ”为主线 ，不断
提升福彩发行管理水平和转型升级创
新发展能力 ，持续建设 “阳光福彩 ”，全
力推动福利彩票安全、稳定、持续、健康
发展，用实际行动向社会交出圆满答卷。

数字无言， 见证着安徽福彩前行的
闪光足迹。 “十三五”期间，总销量超过
330 亿元 ，同比 “十二五 ”时期的 273 亿
元增长 20.8%， 超额完成规划预定目标
任务；五年累计筹集公益金 95.15 亿元，
代扣税收 5.46 万元，为全省社会福利和
公益慈善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经过 30 多年发展，全省福彩系统每
年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近 2 万个。 筹集

的福彩公益金，用于资助各地养老机构
建设改造、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配
套省民生工程项目农村特困人员供养
机构运行维护以奖代补、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 。 其中主要补助公办养老机
构 、 养老设施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项
目 ， 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
动 、城市社区 “三中心 ”建设 、公办养老
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参保补助；对各地农
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运行维护、提
高运营管理水平给予奖补；加强消防安
全整治， 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
补助社会办养老机构 、社区养老 、荣康
医院养老服务项目等。

“十三五”期间，安徽福彩创新方法，
简化流程，让服务更直接、高效、贴心。三
大票种实现精准服务。 电脑票站点合理
布局，推进专营，星级评定，进一步加快

体验店建设； 视频票优化终端， 加强建
设，提升品牌，不断扩充行风示范单位。
各级福彩机构从玩法、销售、数据、开奖、
兑奖等流程上全力保障，在品牌、公益、
营销、培训、宣传上全力突破，有力保障
彩票事业安全运行、健康发展。

坚持“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理念，
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温暖社会困
难群体。 近年来，安徽福彩持续开展“福
彩助你上大学 ”“爱心图书进校园 ”“让
福彩的爱伴你回家过年 ”和 “关爱敬老
院、儿童福利院”等公益活动，用于爱心
资助活动的发行费达 1956 多万元，让数
万名留守儿童、贫困学子和孤寡老人倍
感温暖。

“十三五”期间，安徽省福彩中心作
为协助单位参与对阜阳市颍泉区行流
镇宋湾村的定点帮扶工作 ， 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 。 选派人员驻村并安排 8
名干部结对帮扶 11 户贫困户 ，下拨 30
万元帮扶资金支持宋湾村建设占地面
积 220 平方米的老年活动中心，协调实
施两项教育资助项目。 此外，制定实施
一户一方案帮扶计划 ， 定期开展入户
走访慰问 ， 向部分贫困户和老党员捐
赠慰问品 ，为贫困群众生活上送温暖 ，
传递了 “公益 、慈善 、健康 、快乐 ”的福
彩文化。

砥砺奋进谱华章 ， 铿锵前行踏新
程 。 未来安徽福彩人将坚守福利彩票
发行的社会责任 ， 进一步推动福彩事
业的稳步健康 、高质量发展 ，用责任和
担当迎接新挑战 ， 用初心和爱心绘就
福彩发展蓝图 ， 为江淮儿女的中国梦
添砖增瓦。

(盛文)

安徽福彩：践行公益理念 助推高质量发展

福彩系统开展爱心图书进校园活动。。

心向阳 传爱心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去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近 70 场， 大部分是服务
残疾人。 ”1 月 12 日，淮北市阳光助残志愿服务队负责
人、“中国好人”张红运说。

张红运是残疾人，2019 年 5 月，她作为“全国助残
先进个人” 参加了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
彰大会。

张红运 1970 年生，因急性脑出血导致偏瘫。 她一
边加强康复锻炼，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翻看按摩书
籍，请教按摩技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对着镜子
在自己身上找穴位按摩……经过一番艰辛努力，2010
年底通过全国按摩师资格考试，评上了中级职称。

“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得到帮助，这是一件幸福的
事，我想把这种幸福传递下去。”掌握了一技之长，张红
运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义务按摩服务，无论是残疾人、
老年人还是退役老兵，每个接受她按摩的人，姓名、联
系方式、病情等她都一一记下，会针对不同的需要，主
动上门服务。

年届八旬的刘素芝是空巢老人， 张红运不仅定期
上门探望，还陪伴老人遛弯、逛市场，偶尔还会陪老人
小酌一杯。 “有了红运，我就多了个亲闺女，日子过得很
踏实。 ”小区里的老人们常常向邻居们夸赞张红运。

“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 ”时常奔波于志愿服务路
上的张红运，感慨良多。 在她的带动下，许多爱心人士
纷纷参加她组织的志愿者队伍。2016 年 3 月 3 日，由张

红运发起的淮北市阳光助残志愿服务队被淮北市文明
委授旗。

“目前，服务队的志愿者已发展到 180 名，服务项
目涉及按摩、理发、测量血压、修剪指甲、文艺演出、心
理疏导、养生辅导、交通出行、贫困资助等。 ”张红运说。
这个服务队聚集了社会各行各业的人， 其中有拄着拐
杖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有坐着轮椅的病人，有被癌症折
磨多年的“抗癌斗士”，他们在这个志愿者队伍里力所
能及地帮助他人、服务群众、回报社会。

2019 年，淮北市阳光助残志愿服务队获“省十佳学
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称号。 “我要带领阳光助残志
愿服务队，继续把爱心传递下去。 ”面对日益发展壮大
的志愿服务队伍，张红运信心满满。

��巾帼匠人，，倾心传承““一张纸””
■ 本报记者 吴文兵

王艺林 罗广心 文/图

1 月 12 日，休宁县海阳镇下汶溪村，黄山市非
遗徽州楮皮纸制作技艺传承人余海霞， 带领姐妹
们在打槽捞纸、火墙晒纸……一张张纯净绵韧、洁
白光滑的楮皮纸源源不断地下线， 接受检纸工人
的严苛验视后流通市场。

据记载，1100 年前， 歙县和休宁的楮皮纸就闻
名天下。2003 年，造纸匠人朱建新从文献中获悉“大
抵新安之水清澈见底，利以沤楮，故纸之成，振之似
玉雪者，水色所为也”，便来到休宁开办造纸作坊，
多方学习，慢慢尝试，恢复了徽州楮皮纸制作技艺。

2006 年， 休宁姑娘余海霞进入楮皮纸作坊跟
师傅朱建新学习楮皮纸制作技艺。 她勤奋刻苦，冬
练三九，夏练三伏。 冬天，在凉水中捞纸，手冻得通
红；夏天，在火墙上晒纸，热得浑身湿透，很快掌握
了楮皮选料、清水蒸煮、踏碓捣细、添加纸药、打槽
捞纸、火墙晒纸、揭纸检纸等徽州手工楮皮纸制作
的全套 20 余道工序，与师傅朱建新一起成为徽州
楮皮纸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余海霞制作出的楮皮纸，纸质纯净绵韧，色泽
洁白光滑，结构均匀，不腐不蛀。 随着销路打开，村
中十多位留守妇女加入造纸作坊， 向她学习造纸
技术，个个成为技术能手。

余海霞潜心钻研楮皮纸制作技艺，注重继承中
创新，开发出云龙纸、皱纹纸、落水纸、棉纸，以及版
画、摄影画、手撕画专用纸等多种产品，拓展了传统
楮皮纸的用途，提升了市场价值。 如今，享誉海内外
的徽州楮皮纸，被录入中国手工纸文库。2019 年，徽
州楮皮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 余海霞检查楮皮纸质量。

荨 余海霞示范捞纸技法。

读懂猝死外卖员赔偿热议背后的期待
姜 琳

饿了么平台将猝死

外卖骑手抚恤金从 2000
元提高到 60 万元一事 ，
持续受到关注 。 这不仅
反映了人们对劳动者权

益的高度关切 ， 更蕴含
着对新业态下完善就业者社会保障

的期待。
我国有灵活就业人员约 2 亿人，新

就业群体大量涌现。 然而，一些劳动者
的权益却得不到“妥善安放”，既难以参
加工伤保险，也难以在部分特大型城市
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于是， 尽管劳动者实际是在为某
些平台工作 ，但一纸 “撮合服务 ”的协
议，一句“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解释，平
台就仿佛披上了 “隐身衣 ”，常常可以
置身事外。

由此造成的恶果是，某
些过去给快递员底薪和五

险一金保障的企业，面对巨
大的成本压力，也降低了对
快递员的保障水平，形成了
“劣币驱除良币”的局面。

这些问题反映出，传统的以单位为
依托、以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
度，与快速发展的新就业形态不完全相
适应， 同广大就业者的需要还存在差
距，亟待改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健全灵活就
业人员社保制度”， 相关部门必须抓紧
落实。 毕竟，只有切实保障了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才是
发展的根本目的。

我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有了甲级资质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日前，省卫
生健康委为安徽省职业病防治院颁发
我省首家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
资质证书，填补了我省放射卫生甲级资
质的空白。

去年 11 月,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山东
省医学科放射医学研究所、江西省职业
病防治研究院和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四
位专家组成了专家评审组，对安徽省职
业病防治院申报的放射卫生甲级资质
进行现场评审，最终通过评审获得放射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资质。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我省医疗机构新建的立体定向放射
治疗装置、质子治疗装置、重离子治疗
装置、中子治疗装置、正电子发射计算
机断层显像装置 （PET）等建设项目的
放射防护评价，将摆脱对外省放射卫生
技术服务甲级机构的依赖，推动我省放
射卫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升全省放射
卫生服务水平。

据悉，安徽省职业病防治院是我省
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和权威机构。作为
我省核辐射紧急医学救援基地，该机构
主要承担职业病诊治、 职业病监测、放
射卫生监测、职业健康监护、突发事件
卫生应急等职责。

淮北扎实推进三项教育民生工程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于

金龙）记者从淮北市教育局获悉，2020
年， 该市重点推进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贫困学生资助、学前教育促进三
项教育民生工程， 不断促进教育事业
发展成果更全面、 更公平地惠及人民
群众。

去年，该市公用经费各级财政资金
按序时进度核拨到校， 全年拨付资金
19010.89 万 元 ， 占 年 度 预 算 的
105.95%。 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工程
共规划项目 101 个， 面积 144750 平方
米、资金 3001 万元；完成 102 个项目、
159251 平方米，完工率 110.02%。

该市去年全年资助义务教育贫困

学生 1.96 万人次、资金 810.98 万元；发
放普通高中学生国家助学金 1.06 万
人、资金 1410 万元；发放中职国家助学
金 2992 人、资金 410.2 万元。 发放中职
国家奖学金 29 人 、 资金 17.4 万元 。
2020 年职业技能教育资助学生 3816
人、资金 381.6 万元。

该市共新建及改扩建幼儿园项目
8 个，已全部完工；共资助家庭经济困
难儿童 2810 人、 资助资金 234.025 万
元。 实施幼儿园园长（教师）培训工程，
组织 1600 余名幼儿园教师参加全员远
程培训；200 余名幼儿园园长、 教师参
加幼儿园园长能力和骨干教师素质提
升培训。

专家鉴评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

皖产大米 20个金奖品种出炉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1 月 16 日，

2020 年（第二届）安徽省优质稻品种食
味品质鉴评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种子
管理总站、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组
织专家对 66 个优质米品种进行现场食
味鉴评，最终评出 20 个金奖品种。

本次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会
共征集到 46 家单位选送的样品 95 个 ,
对照参评条件筛选出 66 个优质米品种
参加本次食味鉴评，其中籼稻 51 个，粳
稻 15 个。

据介绍，米饭食味品质主要包括米
饭的外观、气味、适口性、滋味、冷饭质
地等 5 个性状指标。鉴评会通过专家现
场进行打分、统计、公布结果的方式，评
选出 20 个 2020 年（第二届）安徽省优
质食味品质金奖品种 ， 其中荃两优
2118、 内香优 8012 等籼稻品种 15 个，

青香软粳、丰乐粳 88 等粳稻品种 5 个。
主办单位对评选出的金奖品种颁发了
证书。

“开展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
活动， 旨在评选出适宜安徽省种植的
优质食味水稻品种， 进一步满足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优质稻米品种的
需求，推动我省水稻产业向优质化、品
牌化方向发展。 ”省农科院副院长、安
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李泽
福研究员说。

本次鉴评会参评品种原则上必须
是通过我省审定（引种）或国家审定适
宜种植区域涵盖我省的优质水稻品
种。有特色的、以订单形式生产且具有
一定种植规模和应用前景， 尚未通过
审定的高端优质稻品种也可以参加本
次鉴评。

皖新传媒读者节线下线上同时启幕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1 月 18 日，以“读出自己的
世界”为主题的 2021 皖新传媒读者节在全省新华书店
和线上网店全面开启， 本次活动持续至 1 月 24 日，将
举办图书优惠展销、读者荐书、送文化年货等活动。

读者节期间，全省新华书店重点推出“安徽阅读榜
中榜”展示展销活动、“百年征程”建党百年主题展示展
销活动、“皖版·皖事·皖人” 好书优惠展示展销活动、

“2021重磅新书”展示展销活动等四大“好书惠聚”活动。
其中“安徽阅读榜中榜”以全国优质出版社的年度好书
为基础，结合各大电商平台销售榜单、专业图书出版协
会和知名媒体推荐好书，以及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的销售
和借阅数据，根据销量、阅读量、评选推荐、好评度等制
作发布，反映 2020年度全省读者阅读偏好。

读者节期间， 皖新传媒会员在新华书店购书享受

全场七五折，徽商银行、广发银行等将与地市门店开展
惠民赠送活动。 依托“安徽阅读榜中榜”好书名单开展
“年度好书你来选”线上读者“打榜”活动，邀请读者推
荐和分享喜爱的图书。 参与读者除领取咪咕阅读数字
资源、云听会员外，有机会获得 5 元无门槛、满 49 元减
15 元、满 99 元减 40 元、满 199 元减 100 元等四类共千
万元的京东安徽新华书店图书专营店优惠券。 “打榜”
排名前三的读者还将获得包含云听会员、品牌行李箱、
图书在内的家庭阅读大礼包，最高价值 5888 元。

读者节期间，皖新传媒在天猫、京东安徽新华书店图
书专营店设立读者节活动专区， 精选 2万种图书和多元
产品进行促销，全省门店内商户为进店读者发放优惠券、
折扣优惠、赠送礼品等“文化年货”。

文化传真·非遗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