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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采样基本完成，莱芜区追踪密接者206人

济南今日开展
第二轮核酸检测

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

Show出你的才华！
大乐透有奖征集活动来袭 山东还有特别惊喜

全新品牌口号

及Logo由你做主

此次活动以“乐透不止，创意由我”为
主题，开启你的缤纷脑洞，发挥你的满腔
才华，只要参与活动，提供品牌口号或是
品牌Logo设计作品，均有机会获得丰厚
奖品。

本次创意征集活动于4月2日至5月6

日进行，参与者可访问中国体彩网、体彩
小程序、体彩App及中国体育彩票微信订
阅号了解活动详情并参与活动。需要注意
的是：每名参与者可参与品牌口号及品牌
Logo投稿各一次，不可重复投稿。征集期
间，参与者可对投稿内容进行查看修改。

专家评审团将于5月7日至5月22日进
行评审，最终评选出7个优胜作品和40个
入围作品，获奖名单将于5月25日公布。优
胜作品作者将获得价值3000元的电商卡，
入围作品作者将获得价值1000元的电商

卡，奖品丰厚，记清征集期限，千万不要错
过时间。

除此之外，山东还有特别惊喜送给大
家！为鼓励山东省内的参与者积极创作、
投稿，山东体彩在全国设奖的基础上再设
奖项：口号类增设优秀奖3名，每名奖金
1000元；入围奖10名，每名奖金300元。Logo

类增设优秀奖2名，每名奖金2000元；入围
奖3名，每名奖金1000元(以上奖金均为税
前奖金，税款由主办方代扣代缴)，省内奖
项由山东体彩和齐鲁晚报新媒体共同评
选。

熟知规则

是时候展示你的才华了

本次征集活动设有几条活动规则，投
稿时大家先阅读规则后根据要求创作。

1 .征集内容分为品牌口号和品牌
Logo，应征者可选择其中一个内容投稿，
也可两个内容均投稿，但每个征集内容只
可参与一次，不可重复投稿，投稿内容须
确保原创性。

2 .品牌Logo作品，支持以上传专业平
面设计图或手绘图形式参加投稿，同时要
附加上自己的创意说明。

3 .在2022年5月6日23:59:59活动结束之
前，应征者可对自己提交的作品进行修
改，但作品进入评选期后便不可再进行修
改。

4 .本次征集活动中如有应征作品内容
相同，将以作品最终提交时间的先后顺序
为依据，仅采用最早提交的作品参与评选。

评选有标准

五大标准要贴合

品牌口号及品牌Logo评选均从品牌
权益、品类关联、创意设计、易于理解及延
展可塑五个方面进行打分，合计满分为
100分，具体如下：

1 .品牌权益(20分)：创意作品须符合

中国体育彩票“公益、公信、健康、乐观、进
取”的品牌形象。

2 .品类关联(20分)：创意作品须体现
超级大乐透游戏产品本身特点及利益点。

3 .创意设计(30分)：创意作品须简洁、
美观、独特、凸显超级大乐透产品核心功
能与特点。

4 .易于理解(20分)：创意作品须通俗
易懂，易于识别，让消费者看得懂、听得
懂、记得住。

5 .延展可塑(10分)：创意作品须具备
一定的可塑性及延展性，可应用于不同的
媒介渠道、传播载体及二次创意延展。

乐透不止，创意由你！

期待你的参与

2007年5月28日，超级大乐透正式上
市销售，凭借着独有的“追加”投注方式以
及大奖大等游戏特点，一经上市便成为购
彩者关注的焦点。15年来，超级大乐透从
调整游戏规则到调节基金、奖金、公益金
比例，再到跨省兑奖，不断实现创新和突
破。

在即将迎来超级大乐透15岁生日之
际，诚邀你参与本次创意征集活动，只要
你脑洞够大有想法，相信就能设计出更具
创意性、公益性的大乐透品牌新形象！快
来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赢取精彩大奖，
期待你的参与！

2022年5月28日，超级大乐透将迎来上市15周年纪念日。十五载风华正茂，为了给广大购彩者创造更佳的娱乐体验以及为超级大乐透注入
新发展动力，即日起至5月6日，中国体育彩票面向社会征集全新的超级大乐透品牌口号及品牌Logo。

扫
码
参
与
活
动

记者 戚云雷

莱芜区划定
封控区8个管控区19个

据济南市政府副秘书长刘
念成介绍，4月20日0时至24时，
全市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15例，目前均在山东省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接受医学观察，所有
病例病情稳定；全市本土确诊病
例出院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解除医学观察1例。

从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情况
看，新增的1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均在集中隔离期间发现，其中2
例为省外入济建筑工地务工人员
疫情的关联病例，6例为4月15日
报告零工人员确诊病例的关联病
例，7例为4月19日报告莱芜区新
增无症状感染者的关联病例。

4月20日晚，省市疫情处置工
作济南现场联合指挥部召开疫情
防控工作会议，对全力处置散发疫
情、进一步强化建设工地闭环管理
等工作作出安排。“对责任落实不
到位、管控措施不严格等原因导致
疫情传播的，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

和个人责任；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
法律的，按相关法律予以追究。对
近期督导中发现的违规开放堂食、
进入超市商场等公共场所不查验
健康码和场所码等违反防疫相关
规定的行为，界定市场主体和监管
部门责任，进一步加大督导、曝光、
处罚力度，对相关市场主体、监管
部门和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刘念成表示。

另外，为快速精准有效处置
莱芜区疫情，省市区三级协同作
战，持续加大流调排查力度，截
至4月20日24时，共追踪密接者
206人、次密接者429人，划定封控
区8个、管控区19个、防范区5个，
分级分类严格落实防控举措。

重点人群快递员
核酸检测率达100%

在当前防疫大环境下，快递
小哥们承担了更多的物资配送
投递工作。小哥们穿梭于千家万
户、接触面较广，不少市民在收
寄快递时，都对小哥们的身体健
康，以及如何确保收取快件的防
疫安全，比较关心。

据济南市邮政管理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范涛介绍，目前济
南寄递一线在岗快递员1 . 21万
人，全市日均收派快件410万件，
全市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快递
小哥的防疫安全，优先安排快递
小哥接种疫苗，实现了“应接尽

接”。同时，将快递从业人员纳入
了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应检尽
检”范围，普通快递员每7天检测
1次，国际邮件快件从业人员每3
天检测1次。目前，全市普通快递
员已完成17轮核酸检测，累计检
测23万人次，重点人群快递员核
酸检测率达100%。

此次核酸检测
已启用采样点4497个

当前济南市疫情防控进入
关键时期，为及时全面排查风险
隐患，济南市指挥部决定，于4月
20日至4月23日，在部分区域开
展两轮核酸检测。本次检测面向
各相关辖区内全体居民（包括常
住、外来人员），依托前期设置的
全员核酸检测采样点就近进行。

截至目前，济南市单人单管
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共计79 . 91
万管，此次核酸检测已启用采样
点4497个，采样人员10109人，信
息登记人员10983人，秩序维护人
员31505人，转运工作人员1191人，
转运车辆843辆，检测能力能够满
足此次两轮核酸检测的需求。

据了解，自4月20日17时开
始，济南市在历下、市中等13个
区（功能区）开展了第一轮核酸
检测，经过工作人员连夜奋战，
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目前采样工
作已基本完成。4月22日17时，济
南市将开始第二轮核酸检测。编辑：武俊 美编：马秀霞 组版：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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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下午，济南市委、市政府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记者获悉，截
至4月20日24时，莱芜区疫情已追踪密接者206人、次密接者429人，划定封控区8个、管控
区19个、防范区5个。目前，济南市第一轮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基本完成，将于4月22日17
时开始第二轮核酸检测。

一项对我国首发于天津的430例奥
密克戎阳性感染者的研究发现，接种3针
国产灭活疫苗可显著降低奥密克戎感染
者疾病的严重程度，有效缩短病程，核酸
检测再阳性的风险更低。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
说，这是对真实世界中灭活疫苗对奥密克
戎变异株引起的新冠肺炎的保护性科学
评估，这表明接种国产灭活疫苗可减少疾
病负荷，为机体提供可靠保护，这一研究成
果对疫情科学防控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昌
平国家实验室、北京大学生物医学
前沿创新中心、南开大学免疫学研
究所的研究人员对2022年1月8日至2
月7日国内首次出现的本土奥密克
戎感染病例的临床数据与新冠疫苗
接种情况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和血浆
中和抗体滴度的实验研究。

这430例阳性感染者中，成年
患者316例，中位年龄为47岁，未成
年患者114例，中位年龄为10岁，疾
病严重程度以轻型、普通型为主，
另有重型2例和无症状感染者7例，
无死亡病例。

研究人员发现，在奥密克戎感
染者中，年龄的增加是疾病严重程
度的独立危险因素。87 . 8%的未成
年人仅有轻微症状或无症状，而在
成年人中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比

例仅为35 . 4%。这430例感染者中，79 . 1%
的人接种了国产灭活疫苗。研究团队通
过科学分析认为，成人全程接种灭活疫
苗及加强针能显著减轻临床疾病的严
重程度，减少ICU入住，并缩短住院和
康复时间（平均2天）。

研究人员对患者核酸转阴后康复起
始阶段的实验室检验结果分析后发现，
接种灭活疫苗加强针的感染者更快进入
炎症消退期，他们的系统性免疫炎症指
数、C反应蛋白水平相对更低。“这标志着
灭活疫苗的接种可能通过诱导炎症转归
的方式，缩短新冠肺炎病程。”沈中阳说。

此外，还有实验表明，在接种灭活
疫苗加强针3个月后，机体仍存在着一
定的针对奥密克戎的中和抗体，而突破
感染者形成了强烈的针对奥密克戎的
体液免疫屏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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