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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失公告

兹证明威海南海新区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关于南海新区客运站建设项目
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
3710812014N0001号)丢失，特此证明。

兹证明威海南海新区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关于南海新区客运站建设项目
的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 编 号 ：
371087201410150101)丢失，特此证明。

兹证明威海南海新区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关于南海新区客运站建设项目
的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地 字 第
37108120140001号)丢失，特此证明。

中韩(威海)电商合作大会28日启幕
活动为期三天，定位凸显国际性和专业化

本报威海8月6日讯(记
者 李孟霏) 6日，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
2019威海首届中韩(威海)
电商合作大会情况：此次大
会将于2019年8月28日至30
日在威海举办，期间配套
2019中韩电商创新创业企
业总路演，并安排了考察对
接等活动，定位凸显国际性
和专业化。

活动流程分为三天进
行，28日将在威海铂丽斯国
际大酒店举办2019中韩电
商创新创业企业总路演，8

家优秀中韩电商初创型企
业将同场参与。29日，2019
中韩(威海)电商合作大会
在齐鲁蓝海御华大饭店正
式开幕，将有中韩两国约
350人参加大会。上午，中韩
政府部门代表致辞，威海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威海
市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及
优势”，中韩电商专家、学
者，知名电商平台、企业围
绕中韩电商合作、新零售机
遇等方向进行主题演讲；下
午，与会嘉宾围绕跨境出
口、跨境美妆、跨境物流3个

与韩国重点合作领域做专
题探讨，知名投资人分享资
本视角看跨境电商的机遇。
30日，活动方将组织嘉宾参
观考察威海综合保税区、韩
日商品一级批发市场等重
点项目。

据了解，此次大会以
“共享电商生态 融通中
韩未来”为主题，是一场中
韩电商领域的盛会。大会
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研究院、中国电子商务商
协会联盟、韩国中央日报
中国研究所、韩国中国经

营研究所等中韩两国著名
电商专家以及阿里、京东、
亚 马 逊 、谷 歌 、e b a y 、
Naver、如是资本、洪泰基
金、高丽雅娜等知名企业负
责人将出席大会，并做最前
沿、最精彩的主题分享。此
外，大会力求在中韩电商创
新创业、电商新业态等领域
加强合作，打造中韩国际
合作新平台，探讨两国贸
易合作新亮点，以会促商，
促进两国电商产业生态圈
发展，吸引和推动中韩创
新创业项目落地威海。

为购彩者打造安全健康的环境——— 责任彩票工作融入体彩日常
自2017年国家体彩中心明

确了“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
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发
展目标以来，各级体彩机构以树
立责任意识为切入点，围绕调查
研究、游戏、渠道、技术、品牌、队
伍、购彩者、利益相关者等多领
域，结合自身特点，推出了一系
列接地气、重实效的举措，通过
落实责任彩票来防范发展风险，
促进行业生态净化，通过更负责
任的方式为国家筹集更多的公
益金。

格营造健康购彩环境
责任彩票，站点发展“从

量向质”转变
责任彩票建设要求从简单

追求销量和速度向追求质量和
社会综合效益转变,江西体彩在
2019年推出的全省星级实体店
评选活动即是“从量向质”转变
的典型案例。

2019年1月4日，江西省体彩
中心印发“赣体彩字〔2019〕1号”
文件，文件指出，为加强实体店
管理，提升形象和服务质量，建
立长效机制，围绕“促先进，做榜
样，带后进”的工作思路，根据实
体店销量及“软、硬”实力，开展
实体店星级评定工作。根据实体
店不同星级，对实体店实施差异
化管理，制定相应奖励政策，促
进实体店快速成长。

截至今年5月底，江西体彩
共评选星级实体店604个，其中
五星级实体店5个、四星级实体
店131个、三星级实体店468个。
同时，在官网和官微上开辟专
栏，开展阳光评选和公示，同时

对四星和五星实体店逐一报道，
面向全省推广优秀实体店和业
主的先进经验。

责任彩票离体彩代销者有多
远？彩票管理机构传授业主“强身
术”，帮助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销售彩票，多为筹集公益金作贡
献，就是践行责任彩票的体现。通
过组织培训、体彩实体店星级评
选活动等致力于提高体彩销售队
伍的职业技能的同时，各级体彩
机构还注重加强销售工作中的法
治建设，尽到体育彩票的社会责
任。比如，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各级体
育彩票机构对以赊销和信用方式
销售彩票、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
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等违规和非
法销售彩票行为进行强化规范和
有效监管，不但维护了彩票市场
的正常秩序，还为保障社会稳定
作出了努力。

格重视风控管理
责任彩票，健康的游戏

产品树立公信
完善游戏管理机制，建立风

险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加大技
术保障投入，提升游戏风险管控
水平保障游戏健康安全是践行
责任彩票的工作内容之一。

江苏体彩在践行责任彩票
工作中重视风控管理。在概率游
戏方面，按照《乐透型体育彩票
日常运营监控操作手册(试行)》
做好乐透型体育彩票日常运营
监控工作，开展日常运营监控和
数据监控与分析；即开游戏方
面，按照《中国体育彩票有纸即
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

办法》开展即开日常监控工作。
建立完善的即开游戏管理机制，
制定和发布即开游戏的游戏管
理办法、应急管理办法、风控机
制等。

加强风控管理，完善监督机
制，不只是维护彩票游戏安全发
展的需要，也是维护购彩者利
益，提升体彩公信力的要求。

格树立品牌形象
责任彩票，将公益融入

百姓生活
国家公益彩票是体育彩票

的根本属性，多省市体彩的责任
彩票工作以品牌公益活动为切
入口。打造品牌公益活动，将责
任与公益绑定，在传递体彩大爱
的同时，“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的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
大范围的传播。例如重庆体彩

“你点我送”让群众乐享健身之
乐的同时对体彩公益品牌有了
更深的认知，河南体彩助莉基金
为困难群众解燃眉之急，传递温
暖，收获各界点赞。

山东体彩在践行责任彩票
工作中，始终坚持“公益为本
回报社会”的理念，通过打造一
批颇具特色的知名品牌活动，擦
亮了“公益体彩”的响亮名片。山
东体彩开展公益品牌活动中另
辟蹊径，将中国体育彩票公益的
特征与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节
目相结合，持续几年送出“中国
体育彩票”公益慈善晚会，不仅
将文化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还借
助晚会的载体对当地的困难学
生、贫困家庭、患病群体等进行
救助与帮扶，仅2018年，就出资

164万元，捐助了400多个困难家
庭。

格创新渠道建设
责任彩票，推动供给侧

结构改革
责任彩票建设无先例可循，

更需努力创新。面对经济社会发
展新常态和行业发展新形势，多
省市体彩机构进一步推进供给
侧结构改革，建立协同发展机
制，为责任彩票建设注入活力。

以广东体彩为例，广东体彩
开发、开通了“广东省体彩实体
店征召平台”，推行“阳光征召”，
提升工作效率，体育彩票实体店
申请更加便捷、阳光、高效；另一
方面，深入推进跨行业合作，
2018年体彩实体店成功进驻美
宜佳、农村淘宝、天猫小店等社
会渠道，实现了合作双方的互利
共赢。目前，广东体彩实体店规
模达到1 .3万个，提供就业岗位3
万多个，代销者销售收入19 .8亿
元，在稳增长、稳就业、惠民生等
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广东
已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社区的体
育彩票销售网络和服务体系，为
满足广大群众购彩娱乐需求和
投身公益提供了便利条件。

格工作重心下移
责任彩票，零障碍沟通

解决困难
为落实国家体彩中心提出

的责任彩票工作要求，除了省级
彩票管理机构完善责任彩票体
系建设，地市体彩的落实措施也
尤为关键。河南省洛阳市体彩分
中心成立了责任彩票工作领导
小组和代销者责任彩票学习小

组，通过建纲立制定标准、检查
考核促落实、重心向下解难题等
多角度入手，完善责任彩票工作
机制。

洛阳体彩制定了《洛阳分中
心体彩实体店规范宣传营销经
营承诺书》等条例，对责任彩票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对营销、
宣传划出了“红线”，让实体店在
具体工作中有据可依，有章可
循。

责任彩票工作要求体彩系
统要将工作重心向下调整，为业
主解难题，洛阳体彩实行责任彩
票工作例会制度，每月召开一次
责任彩票工作调研会，就当前工
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组织讨论
研究，第一时间解决业主困难，
做到零障碍沟通。工作重心下移
不仅提升了责任彩票工作效率，
也进一步强化了体彩业主的责
任意识，使体彩工作人员拧成一
股绳，劲往一处使。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体育彩
票多年来秉承“来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发行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牢牢把握公益彩票的发展方
向，筹集了超过4800亿元公益金，
推动了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的发展。做好责任彩票工作，是贡
献国家、服务社会、尽到保护广大
参与者利益的负责任体现。希望
全国体彩人始终能秉持体育彩票
发行的初心，用健康的产品、规范
的销售、安全的市场环境和健康
的购彩氛围，服务于广大群众、服
务于社会，提升体彩从业人员的
自豪感，让更多购彩者和公众了
解公益体彩。 (丰佳佳)


	W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