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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彩票公益金让村民们走上了

水泥路

睦村乡通了水泥路之后， 乡党委

副书记邹伟男说：“以前没有路， 群众

卖杉木靠肩挑背扛， 一天最多送出山

半个立方；现在有了路，一天二三十立

方也不在话下！ ”

肖美秀住在东上乡瑶前村， 她家

门口有一段小土坡路连接到入村主路

上。 去年， 这段土路变成了水泥路。

“这是村里入户公路帮忙修的。”她说，

“扶贫政策好。 我们不是贫困户，也沾

了扶贫政策的光。 ”

对于重度贫困村中的基础设施建

设，井冈山市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

问题，实现了

25

户以上自然村通村组

公路、农村电网改造、移动通信网络、

农村有线电视网络共享平台全覆盖，

优先支持、重点加快

25

户以下自然村

通村组公路建设。

围绕脱贫工作， 以体育彩票公益

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集中彩票公

益金在基础设施、 环境改善以及发展

生产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2016

年，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中有

12.98

亿元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让很多贫困村的

村民走上了水泥路。

体育彩票公益金帮助贫困户住进

新房

除了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还在改善住

房环境方面出力。

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地处罗霄山

脉，贫困人口分布范围广。土坯房取材

方便、造价低廉，在资源稀缺的时代，

是人们解决用房问题的重要方式。 但

土坯房也存在着众多问题———结构强

度不足，接点连接弱，整体稳定性差，

需要经常修补和替换。

2016

年春节，贫困户张成德家中

墙上贴着醒目的“新房规划示意图”。

这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 开春之后就

在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下进行了全面

改造。

浬田镇高陂村

85

岁的周来珠，

原先住在墙体倾斜的老土房里，一

到下雨天，老房子会漏水，雨天常常

撑着伞做饭。如今，由体育彩票公益

金支持的危旧土坯房改造， 让周来

珠老人住进了新房子， 用上了新厨

房，“屋外下大雨，房内下小雨”的情

况不再有。“感谢共产党，感谢领导，

感谢好政策。”这是老人搬进新房那

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2016

年，井冈山市维修拆除危

旧土坯房

6718

栋，新建

1802

栋；吉

安县拆除危旧土坯房

26552

栋，改

造

5737

户，其中贫困户

1711

户，拆

旧建新

3667

户，维修加固

2070

户，

确保了贫困群众住房安全。同时，对

生存条件差的贫困村实施易地搬迁

扶贫，或整村搬迁或“拔萝卜”式分

散搬迁。 对贫困户给予

2

至

3

万元

的建房补贴，对没有能力建房的特困

户，采取“交钥匙”方式进行安置。

其实，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

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

扶贫事业的支持远不止以上这些。数

据显示，仅

2016

年就有

1.61

亿元体

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发展生产，

4035

万元用于环境改善、 村级活动室、文

化室和农业休闲旅游配套等。

体育彩票公益金发挥源头活水

作用

2008

年开始， 以体育彩票公益

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彩票公益

金，将扶贫事业纳入支持范围，资金

主要用于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贫困

村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特色产

业发展等方面。

2015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革命老区的项目资金为

9

亿元、

2016

年这个数字是

15

亿元、

2017

年

达到

18

亿元。 另外，根据财政部公布

的数据，

2016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还用于救助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患者

3

亿元； 为农村留守儿童校外活动场

所配置设施

1500

万元； 用于农民工、

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和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共

1.1

亿元。

由此可见，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发挥了源头活水的作用， 源源不断地

为扶贫事业提供资金来源。目前，扶贫

工作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体育彩票

公益金推动乡村振兴让农村更新更

美，让每一个老区群众生活得更好。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体育彩票公益金扶贫的脚步将继续前

行。层层叠叠的竹林，见证了井冈山的

革命星火， 也目睹了老区人民的艰苦

岁月。“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

一个贫困群众。 ”在扶贫的道路上，体

育彩票公益金从未缺席。

（

包栩

）

助力脱贫 体彩公益金从未缺席

作为江西省井冈山市的西大

门

，

睦村乡是当地最偏远的乡镇之

一

，

如今全乡

8

个行政村

57

个村小

组

，

都通了水泥路

，

使村民们出行更

加方便

。

2017

年

2

月

26

日

，

井冈山

在全国率先实现脱贫

。

这一变化得

益于国家对扶贫事业的重视

———

2016

年

，

有

15

亿元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被划拨用于扶贫事业

。

爱心从这里出发， 就像夏日里

的一缕清凉。 江西体彩在为省多项

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 更加努

力地为一线体彩人办实事、 办好

事， 帮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将关

怀落到实处， 让有困难的员工实实

在在感受到了“体彩一家人” 的温

暖。

5

月

15

日， 赣州市体彩分中

心主任邱敏一行代表全体体彩工作

从业人员， 前往兴国县慰问了刚刚

做完颈椎手术的体彩专管员张志明

的母亲曾来秀女士， 并送上爱心款

28340

元， 希望这笔爱心捐款能帮

助张志明一家暂缓燃眉之急。

曾来秀， 去年因检查出早期甲

状腺癌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 今年

又因脊柱椎管狭窄和颈椎突出压迫

神经， 需要做手术才能治疗。 几次

大病花光了全家人的积蓄， 面对高

昂手术费和后续医疗费用， 曾来秀

一家陷入困境。 曾来秀的遭遇引起

了江西体彩的关注， 体彩中心党委

对这件事发起爱心筹款， 号召江西

体彩从业人员进行捐款， 引起了全

江西体彩人的高度关注， 从体彩工

作人员到体彩站点业主， 大家纷纷

慷慨解囊献爱心。

来到张志明家， 曾秀来上前握

着邱敏的手， 激动地说： “感谢体

彩给予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在最困

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 张志明

也说： “作为儿子的我， 看母亲的

状况着急又无助， 在我们一筹莫

展、 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党和单位

吹散了我们心头的乌云……”

在慰问中， 邱敏代表所有体彩

从业人员， 关切地询问曾来秀患病

治疗情况和家庭状况， 并由衷地送

上最真挚的祝愿， 鼓励她要持续树

立对抗病魔的信心， 积极配合治

疗， 顽强地与病魔抗争， 争取早日

康复。

“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 是中

国体育彩票的发行宗旨， 江西体彩

人始终给予弱势群体、 特殊人群最

直接的支持和帮助， 实实在在地帮

助他们解决难题， 用实际行动践行

体彩社会责任， 彰显出公益体彩的

正能量， 告诉更多的人“体彩就在

你身边”。

（

朱龙豪 甘呈雄一

）

公益体彩爱心直达

体彩爱心一家亲

遗失启事

任浩天遗失普通话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3615012004768

，等级：二级

甲等，分数：

91.7

，测试站：

上饶师范学院普通话培训

测试站，声明作废。

林美琴遗失房屋所有权

证， 证号： 上房权证字第

3048843

号，房屋坐落：上饶市

信州区五三大道

44

号

1-4

，面

积：

83.38

平方米，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张甜遗失身份证，证

号 ：

362321199604250549

，

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遗失铅山县长寿源银

铅矿机构信用代码证

,

代码

G99361124000024800,

声明

作废。

遗失启事

林彩英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361102600013941 ,

声明作废。

婚 介

上饶市诚牛信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婚姻至上、 恋爱先

行、先婚后费）加微信好友 进入

婚 恋 进 行 曲 。 联 系 电 话

18070320209（微信同号）

分类信息

办公室招租

五三大道和平国际酒店东

侧约400㎡办公室出租，适宜办

公、培训机构等，年租金7.5万

元。 联系人： 谢先生， 电话：

13907939890。

遗失启事

遗失启事



现面向社会诚招100名有意购房客户

①前100名报名客户均有价值100元礼品赠送。 ②凡参与上饶晚报5·19购房团者，均尊享购房团优惠。

王者归来

十大名盘部分

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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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郑华珍

记者

王涛

）

近日， 记者从市中心血站了解到，

该站开展“人民至高无上，患者是

我亲友” 专项服务能力提升活动，

强调全体员工要极力站在全市献

血者和患者的角度， 急病人所急、

忧病人所需。

最近，当得知全市许多患者在

排队等用大量

A

型和

O

型的机采血

小板时，血站员工纷纷带头捐献血

小板，有忙忙碌碌在机采岗位的护

士，有默默坚守在后勤岗位的消毒

人员，有特意赶回血站捐献的外采

人员，他们希望躺在病榻上焦急等

待用血的患者都能够尽快用上血

小板。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血站全

体员工累计献血总量达

322100

毫

升， 他们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践行

“人民至高无上，患者是我亲友”的

服务理念。

市中心血站员工

累计献血32万多毫升

上饶园林加强夏季绿化养护

十大名盘部分

征集中……

王者归来

现面向社会诚招100名有意购房客户

①前100名报名客户均有价值100元礼品赠送。 ②凡参与上饶晚报5·19购房团者，均尊享购房团优惠。

“上饶十大名盘”分别为:1.最佳和谐居住

楼盘；2.最佳江景楼盘；3.最值得期待楼盘；4.

最佳品质楼盘；5.最佳景观楼盘；6.最具人气

楼盘；7.最具投资潜力楼盘；8.最佳户型楼盘；

9.最具影响力楼盘；10.最佳人文环境楼盘。

活动内容：

①5月16日对获奖单位进行公布，5月16

日至18日上饶晚报对获奖楼盘每家进行专版

广告宣传。

②5月19日组织“上饶十大名盘”看房团

进行看房订房活动， 对获奖单位进行现场送

奖牌活动。

③组织记者对十大名盘开发商进行专题

采访，然后统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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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濛

）夏季，是绿

化苗木生长的关键时期，针对夏季绿

化的生长特点，立夏以来，市城管局

园林部门全面加强饶城园林绿化管

养力度，确保城区园林绿化景观生机

盎然。

针对夏季植物多发病虫害的情

况，园林组织工人集中力量对绿化苗

木进行除虫喷药，目前，已对全城所

有绿化带、行道树喷药

1

次，并对部

分易患病树种进行单独多次喷药，共

施药约

100

万平方米； 潮湿天气下，

重点针对树木叶斑病、白粉病、锈病、

煤烟病及蚜虫、螟虫、刺蛾等病虫害

的发生，派专人对树木的防治进行施

药。 由于夏季雷雨大风天气较多，容

易引发树木枯死枝折断、树木倒伏歪

斜及枝叶生长过盛，遮挡交通视线等

现象。园林局特别安排了人员及时清

理公园、道路绿化的枯死苗木和植被

的枯死枝、病虫枝，扶正歪斜树木，设

置有效支撑杆，加强苗木修剪，立春

至今，共除草约

15

万平方米，修剪树

木

830

余棵。

同时，加强对公园、游园、绿化

带、草坪、行道树的巡查，安排人员及

时清除枯枝烂叶、垃圾等；对受损的

护栏、座椅、垃圾箱等配套设施及时

更换维修，以保证绿地及绿化设施的

完好、整洁，确保饶城绿化环境优美。

本报讯

5

月

13

日，余干县白马

桥乡一男孩失踪的消息引起了余干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余干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在接到报警后，立即组

织白马桥派出所和刑警大队民警对

失踪男孩展开搜寻，与此同时社会爱

心组织也加入搜寻队伍、余干网友自

发在朋友圈转发寻人信息，失踪男孩

牵动全余干人民的心。

当晚

11

时

40

分许，失踪的孩子

被找到，但不幸的是，孩子被发现时

已无生命体征， 经调查属溺水死亡。

余干县公安局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

该事件的关心和对搜寻工作提供的

帮助，同时对该男孩溺水死亡深表痛

心，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

30

秒。 如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

或可挽回！ 意外发生后，救人刻不容

缓， 如有人溺水首先要迅速救上岸：

最好从背部将落水者头部托起，或从

上面拉起其胸部， 使其面部露出水

面，然后将其拖上岸。 清除口鼻堵塞

物，倒出呼吸道内积水，人工呼吸：对

呼吸及心跳微弱或心跳刚刚停止的

溺水者，迅速进行人工呼吸，同时做

胸外心脏按压， 现场有医疗条件，可

对溺水者注射强心药物及吸氧。条件

不足的，用手或针刺溺水者的人中等

穴位。

余干一男童溺水身亡

夏季来临，营救溺水者要注意掌握黄金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