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运接力！山东又中大乐透1000万！
2月24日，体彩大乐透第

21020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7、21、22、30、33”，后
区开出号码“04、06”。本期
全国销量为2 . 66亿元，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9586万元。

全国开出4注一等奖

本期全国开出4注一等奖。
4注均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分别落于北京丰台、浙江
宁波、山东济宁和宁夏吴忠东

区。这是继大乐透牛年首期开
奖山东菏泽购彩者开门红中得
1000万后，山东济宁购彩者好
运接力，再中1000万头奖！

本期，二等奖中出176注，
单注奖金5 . 24万元。其中29注
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 . 19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9 . 43万元。

三等奖中出590注，单注奖
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出972
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五等

奖中出27825注，单注奖金为
300元。六等奖中出25706注，
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奖中出
67139注，单注奖金为100元。
八等奖中出874094注，单注奖
金为15元。九等奖开出8178928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9 . 86亿元滚存至2月27日
(周六)开奖的第21021期。

央视节目里的体彩印象

《北京2022》是中央电视
台体育频道推出的冬奥主题新
闻纪实节目，实时跟踪冬奥组
委最新动态，聚焦冬奥会筹办
进展，讲述运动员的“冰雪情
缘”。透过一个个真实、温暖
的故事，我们看到中国冰雪运
动背后的体育精神，感叹中国
创造的冰雪传奇，也让我们更
加期待2022年冰雪盛会的到
来。

节目中，我们看到了熟悉

的身影——— 由体彩支持的北京
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庆祝活动
启动。200余名冰雪爱好者参与
了冰舞龙、速度滑冰、老少冰
球对抗、家庭亲子冰车竞速等
项目，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在比拼中超越自我！作为国家
公益彩票，体彩不断支持各项
群众性冰雪运动的开展，为普
及冬季运动、扩大体育人口、
提高运动水平发挥了积极作
用。 (张慧慈)

2月20日，牛年首期大乐透
第21018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2、20、23、26、34”，后
区开出号码“05、10”，本期
全国共开出6注一等奖，而菏泽
喜迎牛年开门红，收获其中一
注1000万元头奖，这是菏泽牛
年第一注千万大奖，同时也是
山东牛年第一注千万大奖。2月
23日上午，省体彩中心领导为
出奖站站长关永涛颁发了“体
彩大乐透1000万元大奖诞生
地”牌匾。

23日一早，位于牡丹区桂
陵路与松花江路交叉路口东200
米的出奖站点便竖起拱门，高
大的宣传拱门和火红的中奖条
幅显得格外抢眼，六门高大的
礼宾炮门口一字排开甚是壮

观，欢庆的锣鼓也响起来了，
关站长也早已在店内准备好了
瓜子和糖果来招待进店的购彩
者。在得知这里中出大奖后，
附近的新老购彩者纷纷赶去打
上几注，一时间，站点内一派
喜气洋洋的欢乐氛围。众多路
过的市民纷纷掏出手机，拍摄
大奖中奖喜报，并要发朋友圈
沾沾喜气。

“我这个站点是2019年开
始营业的，之前虽然中出的大
奖少，但是小奖也是接连不
断。大奖中出后这几天站点人
气飙升，很多购彩者慕名而
来，一时间成为了众多购彩者
的打卡福地。”关站长表示，
要 借 本 次 大 奖 中 出 的 “ 东
风”，进一步提升店内环境，

为购彩者提供舒适的购彩环
境，同时也要提升自身专业知
识，更好地为购彩者做好服
务。当天，关站长为进店的市
民每人赠送一张大乐透彩票，
让大家伙儿都沾一沾这次大奖
的喜气，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通过体彩收获属于自己的幸
运。

体彩大乐透一等奖上次降
临菏泽是在去年的12月5日，时
间仅仅过去两个多月，大奖便
在牛年首期大乐透开奖中降临
菏泽，迎来牛年开门红。遇见
就有可能，体彩大乐透见证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诞生，在送
去幸运与惊喜的同时，也为公
益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张运峰)

菏泽体彩为大乐透1000万元中出站点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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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违不罚”需要更多统一清单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张淳艺

一份着力解决纳税人缴费人
堵点、难点、痛点问题的任务清单
2月24日发布。清单公布的100条
具体措施中，推广“首违不罚”清
单制度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国
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饶立新表
示，国家税务总局拟于今年3月底
前，发布包括税务登记、资料报
送、纳税申报、发票开具等在内的
第一批全国统一的“首违不罚”涉

税事项清单。
近年来，推行行政柔性执法，

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成为各级政府
共识。越来越多的部门认识到，行
政执法的价值绝非“为罚而罚”，
而是要达到预防违法的实际效
果。开展“柔性执法”，对轻微违法
者进行说服教育、进行劝诫，同样
也能起到防止和减少严重违法行
为，降低社会危害性的作用。在这
一背景下，“首违不罚”应运而生。

简单地说，首违不罚就是对
行政相对人首次发生的情节轻
微、能够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

“首违不罚”并非新概念，此
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进行试点

和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去
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
广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
点经验，其中就包括“多领域实施
包容免罚清单模式”。按照分工，
由司法部负责，对市场主体符合
首次违法、非主观故意并及时纠
正、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行政违法行为，制定并发
布多个领域的包容免罚清单，明
确免除罚款的行政处罚。新修订
的《行政处罚法》将于今年7月15
日起施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
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
政处罚”成为新增条款，为全面实
施“首违不罚”提供了法律支撑。

不过，作为一项自下而上、由

点到面的执法改革，“首违不罚”全
面推广也存在现实问题。目前，由
于缺乏统一规定，具体哪些行为可
以适用“首违不罚”，都是各地根据
自行出台的标准执行，往往口径不
一。以税务领域为例，《北京市税务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纳税人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变更税务登记
等21项税收违法行为适用“首违不
罚”。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
执行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
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中，适
用“首违不罚”的违法行为则变成
了18种。地方各唱各的调，难免造
成执法“温差”，相同情形的首次轻
微违法行为，有可能在甲地可以免
罚，到了乙地却照罚不误。这显然

有悖于人性化执法的初衷，容易消
弭执法的严肃性，引发公众质疑。

此次国家税务总局拟推行全
国统一的“首违不罚”清单制度，
对于规范税务行政执法行为，提
高执法行为的公平性、公正度，具
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在为其点
赞的同时，也期待有关方面牵头
对分管领域政策法规进行梳理，
尽快拿出更多的统一清单，让各
个领域的“首违不罚”都能一把尺
子量到底，保障公平公正。在此基
础上，根据实践情况适时对清单
进行动态调整，不断寻找处罚与
教育的最佳契合点。

来来来论论论

趵突泉3年捞6万元硬币，“掷币祈福”陋习该治治了

要让那些随意“掷币祈福”的人明白，祈福的方式有很多，完全可以用更文明的方式来实现，又何必跟兜里的
硬币过不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朱文龙

近日，在山东济南趵突泉景
区内，一名游客携带工具捞取泉
池硬币的视频引发关注。面对网
友热议，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很快
发布了情况说明，称景区内严格
禁止游客向泉池内抛投各类物品

（包括硬币）行为，并在泉池显著
位置设有提示牌，提醒游客“禁止
向泉池内抛物”。对于市民游客自
发性的投币行为，景区进行及时
劝阻并宣传教育。

据报道，趵突泉景区“近3年

共清理打捞钱币29次，有6万余
元”，这一数字让人咂舌，足以
表明景区“投币大军”力量的强
大。从报道来看，游客向泉池抛
掷硬币是为了“祈福”，殊不知，
这种所谓的“祈福”行为，有着
很大的负面效应。就像趵突泉景
区工作人员所说的，硬币属于金
属类物质，长时间浸泡在泉水
中，会产生一些反应，污染水
质。此外，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任何居民和单位都有爱护人民
币的责任和义务，部分游客见池
就掷钱，明知不是许愿池却仍然
乐此不疲，某种程度上，已经有

损毁人民币之嫌。
就此而言，“掷币祈福”行为

就是一个陋习，毫无积极意义可
言。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理
应受到人们唾弃的行为，如今却
有愈演愈烈之势。梳理相关报道
不难发现，除了趵突泉景区，其他
景区内也有类似的行为，水池、
树、鱼缸都是十分常见的掷币对
象。而在景区之外，像飞机这样的
交通工具，竟然也成了一些人“祈
福”的对象，发展到向飞机引擎扔
硬币。“掷币”本意是为了祈福，如
今却演变成一场破坏活动，这其
中的原因令人深思。

首先应该谴责的，是一些抱
着迷信思想的掷币者。客观而言，
掷币祈福，是一种相当古老的习
俗。古时的人比较迷信，认为“掷
币”能买通神仙，所许的愿望可以
就此实现。但如今已进入现代社
会，仍有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念，
就显得既愚昧无知又荒唐可笑。
其次，一些景区“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的态度，也助长“掷币祈福”行
为的兴盛。如今很多景区的管理
者，对游客这种乱掷硬币的行为
不但不劝阻，反而还暗中鼓励游
客扔硬币。由于这笔款项的使用
方式，目前规定尚不清晰，对于有

些景区来说，这可以看做一笔“外
快”。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些景区
故意弄一个水池，在里面摆上一
个石头乌龟，或者是一尊佛像，怂
恿游客去扔硬币。

随意“掷币祈福”的陋习该治
治了。若想从根本上遏制此类行
为，相关部门要对此类行为明确
说“不”，并下决心对各景区设置
的“掷币”景点进行整治。但更为
重要的是，要让那些随意“掷币祈
福”的人明白，祈福的方式有很
多，完全可以用更文明的方式来
实现，又何必跟兜里的硬币过不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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