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亿元！超级大乐透大派奖即将震撼来袭
“追加投注即可参与”“所有

奖级都派奖”“3元最高可中3600
万”……体彩超级大乐透全国性
派 奖 活 动 再 次 来 袭 ，将 于 第
21039期(4月10日开奖)开启，预计
持续20期，派送总金额达10亿
元，将成为体彩史上力度最强的
派奖活动，用惊喜感恩回馈每位
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购彩者。

据了解，超级大乐透上市近
14年来，派奖盛宴已经开展11
次，为广大购彩者带去了无限欢
乐。

感恩派送10亿元

所有奖级都派奖

回顾2020年9 . 9亿派奖活
动，派奖期间通过92 . 67亿元的
销量，筹集公益金33 . 36亿元，共
开出257注一等奖，其中有6注
3600万元封顶大奖，超9130万人
次分享了4 . 9亿元幸运奖派奖奖
金，普惠大众，不仅为购彩者带
去了惊喜，提振了代销者的信
心，还为彩市的焕新增添了“新
动力”，为公益事业贡献了更多
力量。

这次，超级大乐透派奖回馈
力度再次升级，总金额达到10亿
元，派奖奖级囊括了一等奖到九
等奖的全部奖级，将让更多购彩
者受益。

根据派奖规则，一等奖派奖
金额4亿元，每期派送2000万元；
二等奖派奖金额1 . 5亿元，每期
派送750万元。进行追加投注且

中得一等奖或二等奖的彩票，按
注均分当期派奖奖金，基本投注
和追加投注按照相应的比例分
配，若未中出或均分后仍有结
余，结余奖金顺延滚入下一期派
送。也就是说，派奖期间进行追
加投注的彩票，若中得一等奖或
二等奖，单注奖金最高可翻倍。

大奖幸运翻倍，小奖同样值
得期待，固定奖派奖金额共4 . 5
亿元，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
且中得三至九等奖中任意奖级
的彩票，同时中得派奖奖金，单
注派奖奖金为当期对应奖级单

注奖金的50%。
追加投注有惊喜

3元最高可中3600万元

超级大乐透10亿大派奖活
动，不仅派奖力度大，惠及范围
广，所有奖级都派奖，参与门槛
也很“亲民”，只要进行追加投
注，就能享受派奖带来的多一份
期待，这也是今年派奖活动的唯
一门槛。

追加投注是超级大乐透独
有的投注方式，在2元1注号码基
本投注的基础上，每注多花1元

钱进行追加投注，中得一、二等
奖时就可多得80%的奖金。举例
来说，若中得1注基本一等奖，最
高可收获奖金1000万元，追加
后，一等奖奖金可增加80%，最
高可收获1800万元，而在今年的
10亿派奖期间，追加后一等奖奖
金最高可翻倍，因此购彩者只需
花费3元钱，就有可能收获奖金
3600万元。

理性购彩、多人少买，一直
是超级大乐透所倡导的购彩理
念，追加投注既是揽奖的一大

“利器”，又顺应了这一理念，让
购彩者以更少的花费收获更多
期待和欢乐，给广大购彩者带来
了真正实惠。

感恩公益有你

尽享乐透惊喜

超级大乐透上市以来，每一
次全国范围的大派奖活动，都是
一场惊喜盛宴，更是一声声对广
大购彩者说出的“感谢”。

每购买1注2元超级大乐透，
就有0 . 72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被
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
光计划、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
各项公益事业。超级大乐透用惊
喜回馈爱心，用派奖感恩善意，
希望每位购彩者都能在为公益
做出贡献的同时，收获属于自己
的幸运和梦想。

超级大乐透10亿元大派奖，
追加即可参与，所有奖级都派奖，
3元最高可中3600万元，精彩即将
来袭，让我们共同期待！(许丽峰)

“在上海停留超24小时需登记”为何遭误读

相关部门当以这起事件为戒，在制定和发布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之前，要事先对政策法规的内容进行事先的预测评估，，尽量避免相关条文内容
或者提法的模棱两可；在发布之初尽量作出具体的解释解读；在发布之后，要及时对舆论和公众的疑问困惑作出回应，，解疑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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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招生与竞赛挂钩”别沦为纸上谈兵

□张立美

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有关情
况。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要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免试
就近入学规定和“公民同招”政
策，严禁中小学招生入学与任何
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坚决斩断
利益链，维护良好的教育生态。

近年来，严禁中小学招生入学

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可谓
三令五申。教育部办公厅在2018年
印发《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
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八
条规定，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
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在
竞赛产生的文件、证书、奖章显著位
置标注教育部批准文号以及“不作
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等字样。中
央在2019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再次明确，严禁以各类考试、
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
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
选拔学生，教育部这几年出台的有
关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政策也

都重申了这一条。
从这几年各地落实严禁中小

学招生入学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
赛挂钩政策情况来看，应当说在
大多数地方得到了贯彻落实，大
多数中小学招生入学严格执行了
这一政策。特别是经过这些年的
规范管理，一度作为小升初“掐
尖”的重要参考的奥赛成绩回归
一纸证书本来面目，曾经非常火
爆的“奥数热”明显降温。

然而，近期以来，在一些地方
出现了奥赛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的
迹象。有一些中小学招生入学仍
然偷偷摸摸、直接或间接地对家
长、学生进行面试或面谈，说到底

还是看一看学生手里都有哪些竞
赛证书。比如，这段时间因“天价”
考位引起社会争议的剑桥英语
KET、PET考试，随着奥数的规范
治理，在一些城市成了小升初的

“敲门砖”，家长如果真的按照规
定只是拿着户口簿、房产证去给
孩子报名只能沦为笑话。

可见，严禁中小学招生入学与
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关键在
令行禁止，而不是停留在红头文件
上，如果不能得到全面落实，只能
是一纸空文。从这个角度说，各地
教育主管部门要强化监管监督，督
促中小学严格执行招生入学不得
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的政

策，对招生入学存在与社会竞赛挂
钩行为的中小学，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绝不手软。公立学校，校长等学
校领导要摘帽子；私立学校，要减
少招生指标。

除此之外，治本之策是要增
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均衡优质
教育资源分配，彻底扭转家长挤
破脑袋送孩子进名校局面。一些
中小学招生入学之所以采取与社
会竞赛挂钩的办法，表面上看是
掐尖，实际上是学校招生入学的
学位数量远远少于报名学生的人
数，让学校有挑选学生的空间，具
有十足的话语权、选择权。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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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朱文龙

4月1日，新修订的《上海市实
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开始施行。新的规
定在原有居住在上海的本市户籍
人员、外省市户籍人员基础上，将
短暂来沪停留的人员也纳入了服
务管理，包括来沪就医、就学、旅
游、公务活动、探亲访友等停留超
过24小时的人员，但不包括“一日
游”、公务活动当天往返以及交通
中转等人员。

该规定一经媒体曝光，便引起

了公众的极大关注。有网友认为，
这项规定的出台，意味着以后去上
海旅游、走亲戚、看病、上学，都要

“先登记，再登门”。真相究竟是不
是像网友们担心的那样呢？4月1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刊发
了解答。相关部门表示，“《规定》明
确将短暂停留的来沪人员纳入实
有人口范围，旨在提升实有人口服
务效能，个人可以根据需求自主、
自愿登记，不作强制要求”。

这份解答的意思很明确，短暂
来沪停留的人员是否登记个人信
息，全凭自愿，政府不做强制要求。
至于网友所担心的“先登记，再登
门”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政府的
这份解答，来得很及时，不仅澄清
了此前的误会，也让很多网友悬着
的心放了下来。

随着这份解答的发布，围绕这
条规定的误读渐渐平息，但这件事
情远没有到画句号的时候。如今疫
情防控压力仍在，实时采集外来人
员信息，加强以落脚点为核心的实
有人口管理，本身无可厚非，这也
不失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有效应对。可就是这样一件好事，
竟然被网友“误读”，甚至引发了舆
情，其中的原因令人深思。

对于这件事，有人认为，是公
众的错，也有人将责任归咎在媒
体身上。但不管是公众还是媒体，
都是基于政策进行解读的。倘若
这项政策能够在出台时，说得清
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即便有些
许“误读”，也在舆论场上掀不起

“风浪”。可以说，正是政策的模糊
导致了这场“误会”的发生，政策

发布者难辞其咎。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

报道，在《规定》发布之初，政策发
布者并没有说明短暂来沪停留的
人员信息采集方式。政策不清不
楚，公众只好自我解读，于是乎，

“服务管理”在一些人的口中慢慢
变成了“强制信息登记”，这项有
利于民生的好政策也演变了对公
民自由迁徙权的侵犯。如今，相关
部门虽然已经进行了解释，但是
这场“误读”给这座城市带来的非
议，并没因此散去。搜索网络，诸
如“沪照”“落地签”等充满讽刺意
味的词汇，仍“活跃”在各大新闻
的评论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
的对外形象，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梳理相关报道，不难发现，因
政策发布者在发布之初没有对政

策及时作出解释、解读，导致公众
产生误解的事情还有很多。仅在
2020年，就曾发生过“取消住房公
积金”“宅基地放开买卖”等事件。
每一次“误读政策”的发生，都是对
政府公信力的损耗。

与其政策被误读“倒逼”解
读，不如让大众化、通俗化的政
策解读主动走向公众。相关部门
当以这起事件为戒，在制定和发
布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之前，要
事先对政策法规的内容进行事
先的预测评估，尽量避免相关条
文内容或者提法的模棱两可；在
发布之初尽量作出具体的解释
解读；在发布之后，要及时对舆
论和公众的疑问困惑作出回应，
及时解疑释惑。唯有如此，政策才
能够顺利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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