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强责任彩票建设，进一
步提高山东福彩客户服务水平，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通

“山东福彩”APP并于2021年2月
19日起上线试运营。2月21日至2
月26日，“山东福彩”APP会员还
可参与积分抽奖，一等奖为价值
1000元的京东E卡。

超多功能+超值好礼
“山东福彩”APP给您惊喜

“山东福彩”APP是山东省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为山东福彩
客户提供的手机客户端服务平

台，为注册会员提供扫票积分、
中奖提醒、彩票验奖、不中抽奖、
积分换礼、信息尊享等服务。

扫票积分：您使用“山东福
彩”APP扫描2021年2月19日起
在山东省域内购买的电脑福利
彩票，可以验明彩票真伪，获得
相应积分。根据所扫彩票的面
值，每1元积1分，按年度累积。

积分换礼：您获取的积分可通
过积分商城兑换实物礼品或代金
券。实物礼品在您提交收货信息后
邮寄到家，代金券可到销售场所兑
换等面值福利彩票。积分还可以参
与实物礼品和代金券抽奖活动。

彩票验奖：您使用“山东福
彩”APP扫描电脑福利彩票，可查
验该彩票中奖情况。中奖票报告
奖金并引导兑奖，未中奖票还可
获得一次代金券抽奖机会。

中奖提醒：您扫票积分后，系
统将验证记录彩票信息，开奖后
系统自动识别中奖彩票发送中
奖通知，提醒中奖情况，有效避
免弃奖。

会员新春有好礼
2积分抽千元京东E卡

自2021年2月19日起，新会

员注册“山东福彩”APP即送2
元山东福彩代金券，可在关注
的山东福彩销售场所兑换等面
值福利彩票。试运营期间，每天
登录并签到的会员可获得相应
积分。

2 0 2 1年2月2 1日 (正月初
十)至2021年2月26日(正月十
五)，“山东福彩APP”实名注册
会员每天有三次机会参与限时
积分抽奖，2积分可抽奖一次。
活动一等奖为1000元京东E卡，
一共6 0张；二等奖为2元代金
券。每天中午12点补充当日礼
品数量，先抽先得，抽完为止。

欢迎拨打山东福彩客服热
线电话96677，对系统功能和使
用体验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

(栾述福)

2积分可抽1000元京东E卡

“山东福彩”APP上线

扫描二维码，下载“山东福

彩”APP，了解更多功能

牛年刮“牛”
票，好运自来到！
今年春节红遍彩
市的刮刮乐“辛
丑牛”生肖票不
仅为广大彩友带
来了重重欢乐，
营造了浓浓的年
味，还频频为彩
友们送上额外的
惊喜大奖，让彩
友喜上加喜，幸
运翻倍。2月19日
(农历正月初八)，

枣庄彩友牛先生(化姓)刮出“辛丑牛—牛年
大吉”一等奖，票面奖金25万元。由于正值

“辛丑牛”派奖营销活动，牛先生还可再领25

万元派奖奖金，总奖金达50万元！
据了解，中奖者牛先生是刮刮乐的铁杆

粉丝，经常会去身边的福彩销售站购买刮刮
乐，尤其是碰到刮刮乐开展活动，他都会参
与。2月19日下午，牛先生来到枣庄37648130
号福彩销售站，购买了一整本“辛丑牛—牛
年大吉”刮刮乐，在快刮完的时候刮出了这
注大奖。牛先生说，他在2019年刮“中国龙”
彩票时就曾幸运中得一部手机，在2020年

“庚子鼠”生肖票活动期间又中了一根金条，
今年又刮出总奖金50万元的大奖，可谓好运
连连。

目前，刮刮乐“辛丑牛”系列生肖票派奖
营销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全国2亿元派奖
奖金，全省6300张千元加油卡，感兴趣的朋
友不妨走进福彩销售站，一起享受这场“牛
转乾坤”的狂欢盛宴吧！ (陈雪)

枣庄彩友刮出“25万+25万”刮刮乐大奖
牛年鸿运当头照，福彩大奖接踵

来。2021年1月19日，福彩双色球游戏
进行第2021008期开奖，当晚共开出一
等奖4注，其中1注由我省菏泽彩友陈
先生(化姓)揽中，奖金8728131元！近
日，陈先生来到福彩中心，办理了大奖
登记手续，讲述了自己与福彩的故事。

陈先生介绍，他是在六七年前与
福彩结缘的，尤其喜爱双色球游戏。

“此次的中奖彩票是半年前机选的号
码，当时感觉这些数字组合很均衡，也
很顺心，于是就每期都重打一遍，一直
坚持到现在。”陈先生说。

问起奖金规划，陈先生表示，福
彩事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
事业，所以自己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他的生活也不会因
中奖而改变，今后会继续支持福彩公

益事业。 (谷学存)

872万元，菏泽彩友中双色球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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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收门禁服务费？要警惕教育乱收费新变种
□丁慎毅

2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通报，云南丘北县民族中
学5年间共收取学生165万元门禁
卡服务费。巡察组发现该校存在
未建立廉政风险防控制度、账务
未及时公开等问题，及时约谈了
县教体局和县民族中学负责人，
要求对此问题立即整改。

各地经过多年来对中小学
校乱收费的整治,收到了明显效
果，很多学校在教育乱收费问题
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
胆，公开收取，而是“与时俱进”，
出现了新变种。综合媒体报道近
年来学校乱收费现象，很容易发

现，很多学校以和商家联合的名
义，打着改善学生安全条件和学
习条件的旗号，以“家委会”为中
介乱收费，这已成为当前中小学
乱收费的突出问题。

以门禁卡服务费为例。只要
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如此收费的
并非丘北县民族中学一家，在全
国各地一些学校，同样收取这项
费用。而且理由如出一辙，学校收
取的门禁卡服务费，全额交给门
禁设备安装公司，学校没有强迫
办理，属于家长自愿。

这样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
脚。家长在学校面前基本没有多
少话语权，由于担心不听学校的
安排而导致孩子在学校受到不公

平待遇，自愿往往成了“被自愿”。
如果说先进的门禁系统可以更好
地保障校园安全，完全可以由财
政拨款。如果财政紧张，学校可以
根据自愿和无偿的原则，向企业
募捐。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学校甚
至教育主管部门把智慧学校建设
当作一种政绩，不管智慧设备是

“鸡肋”还是“鸡腿”，好像智慧设
备多起来，就代表了教育现代化。
但财政又不能完全支撑起来，于
是，有的学校要求学生必须配备
平板电脑，有的要求学生购买智
能穿戴设备，有的要求学生购买
某个智慧App……

事实上，这些并没有明显改善
学校的安全状况和提高学生学习

水平，甚至反而带来学生和家长隐
私泄露的隐患。比如，某地家长就
表示，学校的平安智慧校园门禁卡
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这种所谓
的‘门禁卡’，就是让我们家长了解
孩子进出校门的情况，可平时孩子
都是我们大人接送的呀，还有必要
再推行这种门禁卡吗？即便不是家
长接送，孩子到了校门口再来通过
这种平台监控，有必要吗？”

丘北县民族中学负责人表
示，“之前我们认为只要学校不截
留、挪用这笔费用，就不会出问题，
经过此次巡察，我们认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这种观念，道出了中小学
乱收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学校虽然
不截留、挪用，但如果学校有这方面

的拨款，就等于把拨款挪用到了别
处。即使没有这方面的拨款，也等于
变相要求家长捐款建设校园。

面对中小学乱收费的新变
种，各地教育部门应结合当地的
实际情况，改变以往罗列禁止收费
项目的办法，出台收费白名单，明
确学校只有哪些收费项目，不在
列的统统属于乱收费。这比列举
乱收费项目要好得多，因为列举
的办法总会留下漏洞。同时，对
于查实的乱收费问题，要根据法
规顶格处罚，而不是给个通报批
评的行政处分，或免去校长职务
这样的非行政处分。否则，批评
的影响很快消散，震慑的作用也
会大打折扣。

□江德斌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南长沙
一名23岁女生搬家途中，在货拉
拉车上跳窗身亡。2月21日晚，货
拉拉官方回应称，目前警方对该
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尚未形成
定性结论。货拉拉表示，对于在
该事件中平台应该承担的责任，
不会有所逃避。

这个案子有些蹊跷，女生在
搬家的过程中跳车，此时上车才
13分钟，在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会使得女生跳车？而且，
当晚货车司机没有按照平台推
荐路线走，而是走了另外一条较

为偏僻的路线，且多次偏离导
航，那么这是司机故意的，还是
不懂导航走错路？

显然，此案的疑点很多，部
分细节不合情理，难免令很多网
友产生怀疑，认为司机涉嫌不轨行
为，才会逼得女生跳车。当然了，目
前网友只是根据报道来猜测分析，
缺乏充足的证据，究竟真相如何，
尚需等待警方调查清楚。

23岁女生、晚上搬家、司机偏
航、跳窗身亡等，这些是该案的
主要环节，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之
前发生的“滴滴女用户遭司机奸
杀”事件。据介绍，此案涉及的货
拉拉，乃是从事拉货交易平台，

属于互联网中介服务，对接司机
和用户，根据用户订单需求，给司
机派单，并从中收取信息服务和交
易管理费。可见，货拉拉平台收取
用户费用后，需保障交易的安全，
并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不能将
责任都推在司机身上。

从货拉拉工作人员的回应
可知，该货车内无任何录音录像
设备、货拉拉App也没有录音录
像功能，这就令安全保障措施存
在疏漏，平台无法即时监控司机
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司机偏离导
航、警示司机、提醒用户注意安
全等，在悲剧事件发生时，平台
也不能提供车内情况，不利于查

清事件真相。可见，这跟此前滴
滴事件一样，都是平台自身管理
疏漏所致，未能做到充分的安全
保障。

因此，在查清女生跳车事件
之际，货拉拉平台也应吸取血的
教训，尽快查漏补缺，加强平台
管理措施，避免再发生悲剧事
件。比如升级App，在司机端和用
户端都开通录音录像功能，进行
全程录制，既能防范不法犯罪，
亦可作为纠纷取证。App增加“一
键报警”功能，在发生矛盾冲突
时，可以及时报警，以预防犯罪，
并达到震慑效果。强制货车安装
录音录像设备，以实现全程监

管。对司机资格进行严格审查，
对有严重犯罪前科、吸毒史、性
犯罪史等人员实施禁入，以消除
安全隐患。

互联网拉货具有广阔的市
场发展空间，市场参与者众多，
但行业标准缺失，存在很多乱
象，诸如乱收费、绕行、强制交
易等。监管部门应以此为契机，
加强行业管理，加快制定行业
标准，设置司机资格门槛，督促
平台履行管理职责，推动规范经
营，保障用户的人身和货物安
全。

“23岁女生跳窗身亡”，货拉拉需查漏补缺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面对中小学乱收费的新变种，各地教育部门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改变以往罗列
禁止收费项目的办法，出台收费白名单，明确学校只有哪些收费项目，不在列的统统属于
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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