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奖项 获奖者 作品名称 奖金（单位:元）

1 一等奖（1名） 周彦敏 《中彩》 5000
2 二等奖

（2名）
李墨涵 《泰山挑山工》（诗歌） 2000

3 何永志 《体彩是父亲心中的一座桥》 2000
4 三等奖

（3名）

王勇 《天堂》 1000
4 贾卫国 《站在鲁西南平原上》 1000
6 舒仕明 《身边体彩趣事多》 1000
7

优秀奖

（10名）

夏宇欣 《结缘山东体彩 绘出生活精彩》 300
8 李云峰 《方寸之间聚善美》 300
9 李钊学 《风烛延年》 300
10 李祝英 《体彩缘·永恒爱》 300
11 卢象贤 《卜算子·体彩》 300
12 范宁 《体彩花絮123》 300
13 宋新生 《南山的雪》 300
14 张金超 《同一片天空下》 300
15 孙凤国 《雪融情浓》 300
16 蔡淑丽 《乐在体彩》 300

中国体育彩票“德美山东”文化作品大赛获奖公告
由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大众日报、大众网、

齐鲁晚报、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体育节目运营中心、
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体育休闲频道、山东省摄影家协
会、网易山东主办，山东画报社承办的中国体育彩票

“德美山东”文化作品大赛自2020年12月18日启动以
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广大摄影和文艺爱好者积
极参与、踊跃投稿，截至2021年3月31日，大赛共收到摄
影作品10440幅、文艺作品788篇、视频80个。

大赛截稿后，由主办单位和有关专家组成的评委
会，本着思想性、艺术性、主题表达、艺术表现并重的原
则，对所有有效参赛作品进行评选，最终评定了所有奖
项。

请获奖者于2021年10月30日前，下载并填写银行
账户信息表(包括获奖者姓名、开户银行名称、银行账
号 等 ) ，连 同 本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sdhbyunying@126 .com。山东画报社将以网上银行汇款

的方式将奖金发放给获奖者。获奖者应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由山东画报社代扣代缴。

逾期未提供信息或提供信息不完整、不准确的，
视为自动放弃所获奖项的奖金。

领奖事宜咨询电话：杨女士 0531-82799465
特此公告。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0月14日

中国体育彩票“德美山东”文化作品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 奖项 获奖者 作品名称 奖金（单位:元）
1 一等奖（1名） 张铭君 《乐善体彩》 10000

2 二等奖（1名） 赵巍 《文明出行》 3000

3 三等奖（1名） 陈晓龙 《“体”味青岛 喝“彩”祖国》 2000

序号 奖项 获奖者 作品名称 奖金（单位:元）

1 一等奖（1名） 刘新中 《孩子的期盼》 5000

2

二等奖

（5名）

孙家勇 《脊梁》 2000

3 许平 《街头抢救》 2000

4 李文清 《找爸爸》 2000

5 杨红 《警情深深》 2000

6 孙娟 《瞧这一家子》 2000

7

三等奖

（10名）

杨红 《少年童趣》 1000

8 杨杰 《小帮手》 1000

9 贺再亮 《特别的三月》 1000

10 王淑云 《果园直播》 1000

11 李智秀 《时代英雄》 1000

12 王保国 《放歌祖国》 1000

13 谢晓辉 《少年之梦》 1000

14 陈忠明 《跨越黄河》 1000

15 刘宪春 《抗击疫情 守卫家园》 1000

16 潘河 《劳动者之歌》 1000

17

优秀奖

（20名）

薄华瑞 《礼》 300

18 李捷 《演出之前》 300

19 王长民 《记忆战“疫”》 300

20 李立 《奖励》 300

21 刘笃龙 《儿子的座驾》 300

22 张毅 《我心中你最美》 300

23 张毅 《雨读》 300

24 程周平 《忙碌的造船厂》 300

25 刘新中 《家门口看大戏》 300

26 常军 《风雪上工路》 300

27 李征 《为祖国庆生》 300

28 洪晓东 《建设者》 300

29 卞连华 《欢乐童年》 300

30 徐艳春 《读书梦》 300

31 张健 《双生的喜悦》 300

32 刘宪春 《希望小屋》 300

33 宋凯 《泰山救援》 300

34 马卫国 《罩不住的爱》 300

35 文波 《职责》 300

36 张有平 《多彩市集》 300

序号 奖项 获奖者 作品名称 奖金（单位:元）

1 一等奖（1名） 王世荣 《快乐童年》 5000

2

二等奖

（5名）

孙宝金 《冰上仙子》 2000

3 陈光昳 《扇子舞起健身忙》 2000

4 徐艳春 《希望工程》 2000

5 栾利杰 《向前冲》 2000

6 相军 《圆梦》 2000

7

三等奖

（13名）

李捷 《快乐健身》 1000

8 王义全 《体赛梦圆》 1000

9 韩金博 《坚持》 1000

10 程建辉 《体彩伴我行》 1000

11 程普麟 《从小立志争冠军》 1000

12 陈光昳 《全民健身利国利民》 1000

13 程普麟 《跑马中的体彩人》 1000

14 孙宝金 《柔情似水》 1000

15 贺再亮 《直播与彩票》 1000

16 张毅 《开心健身》 1000

17 孙娟 《晨翅飞翔》 1000

18 王子光 《平衡》 1000

19 宋文勇 《体彩同行》 1000

序号 奖项 获奖者 作品名称 奖金（单位:元）

1 一等奖（1名） 王成永 《大美黄河》 5000

2

二等奖

（5名）

陈光昳 《华山的清晨》 2000

3 宋乐文 《山村节日》 2000

4 杨同玉 《描绘》 2000

5 陈祖俊 《晚霞耀机场》（接片） 2000

6 刘子平 《不误农事忙》 2000

7

三等奖

（10名）

王成永 《铁桥秋色》 1000

8 李征 《绘制新生活》 1000

9 孙东 《天地之歌》 1000

10 陈宗权 《观音山下秋意浓》 1000

11 程周平 《船厂中国红》 1000

12 程周平 《窗外秋意浓》 1000

13 王迎春 《初春》 1000

14 高洪明 《桥》 1000

15 常城 《天高任我飞》 1000

16 张炜 《祊河晨曲》 1000

一、摄影作品

1、社会良俗公德类

2、体育彩票类

3、风光建筑类

二、微视频

三、文艺作品

序号 奖项 获奖者 作品名称 奖金（单位:元）

17

优秀奖

（20名）

姜克东 《天崮山秋韵》 300
18 王长民 《泰山碧霞祠》 300
19 黄高潮 《石油之城·东营》 300
20 黄绍时 《探月》 300
21 刘舒 《我爱祖国，我爱泉城》 300
22 谭富州 《云里仙都》 300
23 曲智勇 《畅游鹊华桥》 300
24 张有平 《天使之瞳》 300
25 常建忠 《魅力渔港》 300
26 张有平 《魅力海滩》 300
27 李建民 《跨越冰河》 300
28 王德荣 《和谐家园》 300
29 姜光辉 《珠撒玉盘》 300
30 程周平 《山村春雷》 300
31 王子光 《满山桃花红》 300
32 王顺成 《建筑的魅力》 300
33 苗红田 《等待出发的高铁》 300
34 杨雪梅 《跨海大桥暮色风起云涌》 300
35 张有平 《脊梁》 300
36 孔令坤 《依山傍湖伴泉水》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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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可以成为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引擎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
字经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
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的
各类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我国数
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
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一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
展格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
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
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
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
循环。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
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
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
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三是数
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
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
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
展制高点。

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
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
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
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
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
展的信息“大动脉”。要全面推进产业化、规模
化应用，重点突破关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
做强，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
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
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
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
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
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要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战略
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
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
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规范数字经济发展
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习近平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
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
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
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
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
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
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
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
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
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
作、相互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
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
程。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
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
监督，形成监督合力。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
系。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就涉及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对策建
议。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动参与
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
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
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习近平强调，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
局，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
机制建设，加强形势研判，抓住机遇，赢得主
动。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
专业素质，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强化安全
意识，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 据新华社

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的时期，5G、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
蓬勃兴起，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创
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
展。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
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 2021年8月23日习近
平致上合数字经济论坛、2021
智博会的贺信

我们要在推进互利合作方
面持续发力，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支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共同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

——— 2021年9月3日习近平
在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
幕式上的致辞

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
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
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
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
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
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 2021年9月26日习近
平致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
镇峰会的贺信

发展数字经济
重温总书记这些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日下午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
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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