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星”送惊喜！
体彩新春季感恩回馈活动即将开启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告别2020

年，我们怀抱希望，步履不停，走入
全新的2021年。每逢辞旧迎新之际，
中国体育彩票总是陪伴在身边。

2021年1月至2月，体彩吉祥物乐
小星携7星彩和即开票惊喜来袭，开展
“体彩新春季 乐小星送牛气”活
动，华为手机、千元电商卡、顶呱刮
彩票、体彩公筷、视频会员卡等海量
好礼送不停，牛气满满，让新年，从
快乐与幸运出发！

体彩新春季 乐小星送牛气

“7星”送惊喜，新春有好礼。
2021年1月8日至19日，每周二、五、
日9:00-20:00，只要在体彩实体店购买
单票10元及以上的体彩7星彩，如票面
宣传区出现特定图案“ ”及“恭喜中
红包，请扫码领取！”字样，即可在2月7
日23:59:59前，通过“中国体育彩票”
APP或微信小程序进入“体彩新春
季”活动页面，扫描票面底部二维码
领取红包，有机会赢得千元电商卡、
体彩公筷、视频会员卡等超多缤纷好
礼。

2021年1月8日至1月29日，每周
二、五、日9:00-20:00，凡在山东省体
彩销售网点购买7星彩(单票10元及以
上)的购彩者，如7星彩票面宣传区出
现“恭喜！获赠华为P30手机1部！”
字样，即可获赠华为P30手机1部。获
赠者需与本市体彩中心联系，确定领

取时间，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和符合条
件的7星彩彩票领取奖品。华为P30手
机领取时间截止到2021年2月3日17:00，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同时，即开票新票也有新惊喜，
2021年1月8日9:00:00至2月7日23:59:
59，购买面值5元“牛”、10元“金牛
贺岁”、20元“牛气冲天”3款“牛”
年生肖即开票，单票中出500元及以上
奖级，进入“体彩新春季”活动页
面，扫描票面左下方保安区二维码后
也能领取红包，百元至千元电商卡等
你来拿。

2021年1月8日至2月7日，凡在山
东 省 体 彩 销 售 网 点 购 买 面 值 5 元
“牛”、10元“金牛贺岁”、20元
“牛气冲天”任意一款顶呱刮游戏，
单票中出100元奖级，并通过销售网点
终端设备“快速促销兑奖”模块扫描
确认成功后，即可获得价值100元顶呱
刮彩票1份，全省共计4万份。如2月7
日前派送完毕，则此项活动提前结
束；至2月7日活动到期，无论是否派
送完毕，活动按期结束。

一张彩票、多重惊喜，这个春
节，“体彩新春季”让温情延续，让
年味更浓，让2021更值得期待。

全新7星彩 为幸运加码

2018年至今，“体彩新春季”活
动已连续开展四年，作为每年的保留
游戏，生肖即开票依旧是今年制造惊

喜 的 主 角 之 一 ， 三 款 牛 年 即 开 票
“牛”“金牛贺岁”和“牛气冲天”
延续惊喜，继续陪伴大家欢庆春节。
但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体彩新
春季”活动的“主角团队”中，多了
一位新朋友——— 新7星彩。

2020年10月11日，7星彩焕新而
来，在当前特殊的形势和彩票市场背
景下，成为一件彩票领域万众瞩目的
大事件。新7星彩规则从投注方式、中
奖条件、奖级奖金等各方面进行了优
化，一等奖奖金成色更有保障、部分
奖级奖金更高、选中最后一位就有奖
等极具吸引力的特点，迅速引发了一
波“7星热”，同时，6+1的选号方
式，能容纳更多生活场景中出现的数
字，让7星彩迅速融入购彩者的日常，
成为记录幸运时刻的独特方式。

新7星彩带着喜气和好运，加入了
“体彩新春季”系列活动的队伍中，
礼迎新春，为幸运加码，相信将会为
活动增添更多精彩和新意，给购彩者
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购彩体验。

为梦想添彩 2021携光而行

2020年，是艰难却温暖的一年，
但我们从未停止向未来美好生活进发
的脚步。在我们直面困难，心怀希
望，迈向2021年的这一重要时刻，聚
光而来的乐小星，携手焕新登场的7星
彩和牛气满满的即开票，为购彩者们
送上一份新春大礼，用热情和爱意为

新的一年增添希望，为每一个梦想添
彩。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持以“建设
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
家公益彩票”为目标，为社会公益事
业和体育事业贡献力量。作为2021年
的开年福利活动，相信“体彩新春季

乐小星送牛气”活动将会给更多人
带去期待和正能量，也让更多公益微
光聚集，温暖寒冬，照亮2021年，照
亮未来的路。

体彩新春季感恩回馈活动即将开
始，和乐小星一起，期待一个“牛气
满满”的新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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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腾空五家医院收治患者
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所有车辆及人员均不出市

5天确诊近百例“隐秘的病毒”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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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之内，河北确诊病例已
增至90例，无症状感染者超过155
人。短时间内病例大量增加并在
全城筛查中出现阳性样本，意味
着病毒已经“潜藏”在人群中。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
子健1月5日受访时指出，病人数
量仍在增加，说明病毒已经隐秘
传播了一段时间。

不只是河北，病毒的“隐秘
性”已在多地有所显现。辽宁大
连曾有病例经过11次检测才呈
现阳性，北京顺义疫情也呈现

“不易发现”特征。今冬这轮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隐秘的病

毒”再度成为关注的话题。
中国疾控中心6日公布的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对1月2日
在石家庄和邢台两例新冠肺炎
病例样品进行测序时发现，该
病毒株不同于近期国内其他地
方疫情中发现的毒株，也非在
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
而是与去年7月份上传的俄罗
斯基因组序列存在10个相同的
核苷酸变异位点。

专家认为，所谓隐秘传播
并不意味着病毒本身发生了变
化。北京医院大内科主任孙铁
英表示，疫源地可能存在着大

量无症状感染者，早期由于较
难被筛选出来，容易造成病毒
的扩散，因此没能被及早发现，
形成了隐秘的传播。

不过值得警醒的是，专家
表示病毒的变异是一种常态，
可能会让病毒更为隐秘。“从病
毒生存角度来说，呼吸道病毒
尤其是冠状病毒的变异可能随
时会出现，是病毒进化的自然
过程，也同样具有优胜劣汰的
特点。一些突变可能会增加传
播性，一些可能增加毒力。”北
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曹
玮说。 据中新社

本报济南1月7日讯
（记者 王皇 谷婉宁）
支持济南建国家中心城
市、青岛建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牢牢坚持房住不炒，
促进住房改善和品质提
升……1月7日，在济南召
开的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工作会议，明确了“十四
五”时期山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工作的任务目标。

“我们必须牢牢坚持
房住不炒定位，压实城市
政府主体责任，加快构建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山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
长王玉志说，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全年新开工公租房1540套，
发放租赁补贴3 . 9万户以
上。济南和青岛要完善土
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
通过盘活存量住房、适量

“商改租、工改租”、探索利
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
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
赁住房等方式，有效增加保
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2021年要扎实开展老
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抓
紧启动2021年改造项目前
期工作，确保开工改造老旧小区60万
户以上。深入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
补短板行动，促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

提升工程质量水平。建立健全以建设
单位质量首要责任为主导的质量责任体
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深入开展预拌混
凝土和工程质量检测专项整治，严厉打击
影响主体结构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讯 1月7日下午，
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疫情防
控第3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疫
情防控最新情况。

1月6日0时至24时，石家
庄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
例、无症状感染者67例。

石家庄市副市长孟祥红
介绍，目前，石家庄市五家医
院已全部腾空，全力收治新冠
肺炎患者。另外，河北省胸科
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石
家庄市三院也将作为后备医
院。目前所有患者病情平稳。

石家庄市正在进行全员
核酸检测，截至7日12时，累
计核酸采样6109685人，检测
2416695人，新增阳性11例。

同时，严控人员流动管
理，全市所有车辆及人员均不
出市，高风险地区藁城区人员
均不离开本区域，中风险地区
人员严格管理，同时减少管控
范围内的人员流动。

此外，1月6日晚，河北邢
台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首场新闻发布会，邢台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邓素雪介绍，
邢台市全面开展排查流调和
核酸筛查，精准追根溯源。1
月3日，第一时间将首批3例
确诊患者的核酸样本，由河
北省疾控中心送至国家疾控
中心开展基因测序，根据6日
上午反馈的结果，病毒传播
与欧洲输入病毒高度同源，
具有流行病学联系，从而明
确了本次疫情的流行病学途
径。从6日8时起，邢台市实行
全员核酸检测，计划3天完成
任务。 综合新华社、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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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月7日，医护人员在“核酸采样流动车”内更换防护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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