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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青年交流大会今天在济南开幕
系山东近年来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青年交流活动 将发布十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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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领奖！济南购彩者领大乐透1763万元畅享派奖季

5月10日，对济南人民来说
可谓是振奋人心的日子，随着疫
情防控趋势向好，济南有序恢复
餐饮堂食，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也恢复兑奖服务。当大家都
忙着去打卡自己“想吃清单”时，
一位济南的购彩者忙着赶到省
体彩中心，火速将自己前一晚中

得的大乐透1763万元大奖领走。
5月9日晚，大乐透迎来“10

亿元大派奖”的第12期开奖———
第22051期前区开出号码“01、16、
17、19、33”，后区开出号码“05、
06”。当期全国共中出8注一等
奖，5注为符合派奖参与条件的
1755万余元追加一等奖，3注为
808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可见
同样是中得5+2一等奖，参与派
奖与否最后奖金成色差距巨大。

为这位效率极高的大奖得
主李先生(化姓)带来幸运的是一
张8+2复式追加票，该票收获808
万元基本投注奖金、646万元追
加奖金，并分享当期一等奖派奖

奖金299万余元，加上四、六、八
等奖若干，单票获奖17634145元。
据了解，李先生是位自由职业
者，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就第一
时间来领奖了，“因为是自己选
的号比较熟悉，昨晚开奖结果出
来我就知道中奖了，凌晨一点多
还在微信上和别人商量，决定今
天一早就来，然后就一晚上辗转
反侧没睡着！”李先生表示，自己
多年前邂逅大乐透玩法，就一直
坚持购买，复式投注为主，主要
是可以多选几个自己中意的号
码。大乐透一年一度的大派奖活
动李先生也参与了几次，“虽然
也总梦想自己中大奖，但能在派

奖期间中一等中奖，是我没想到
的，真是最幸运中的幸运！”

兑奖结束后，李先生向朋友
展示了自己扣除税款后收到的
奖金短信提醒，坦言：“现在才有
点真实感，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了！”关于奖金规划，李先生简洁
地表示用来改善生活。目前，大
乐透10亿元大派奖活动还在进
行中，追加投注且单张单期满15
元即可参与！多期票按期参与。
另外，15周年特别奖会在5月份
的每个周六上线，这些周六开奖
奖期的三至九等奖中奖金额也
将实现翻倍！一注乐透，让生活
多一点期待，希望更多的乐透迷

们能梦想成真，畅享派奖带来的
惊喜和超值奖金，抒写自己的乐
透人生。 (夏萱)

顶呱刮“超级加倍”超级给力!
4月26日，我省再爆顶呱刮百万元
大奖喜讯，来自东营市河口区的购
彩者现身山东体彩东营分中心兑
奖大厅领取了“超级加倍”100万
元，这也是全省“超级加倍”的第二
个百万元大奖。

选票不挑剔 散票立大功

4月26日上午，中奖者杜先生
(化姓)佩戴墨镜、口罩、帽子，全副
武装地来到东营分中心兑奖大厅。
本以为扮相神秘的中奖者沉默寡
言，没想到聊起中奖过程，依然兴奋
劲十足，侃侃而谈。平日里，杜先生
期期购买大乐透，购买顶呱刮相对
少一些，但是每当顶呱刮开展活动，

他一定不会错过，这次购买的“超级
加倍”便是如此。4月23日，他来到体
彩投注站想选几张试试手气，杜先
生说：“投注站站长好心推荐给我整
包的票，让我从里面选，但我觉得中
奖靠运气，散票、整包票都一样，就
索性把彩票柜里的十几张散票都买
了。”意料之外，这100万元大奖就这
样在被其他购彩者挑剩的散票里诞
生。

刮奖不着急 中奖不相信

杜先生购买了超级加倍，并没
着急刮，全部带回了家。回到家，不
慌不忙刮了几张，一看没中奖就把
剩下的五六张搁置一旁。晚上10点
多，他和朋友们把酒言欢、尽兴而

归，这才想起来还有几张票没刮，
就在刮最后一张的时候，看到了“1
倍”的标志，而且下面好多“0”，“这
是中奖了？”杜先生心生疑惑，赶紧
拨打了投注站站长的电话，得到明
确的答案：“恭喜你，中了100万
元！”杜先生怎么也想不到百万大
奖真真正正地落到了自己头上，他
拿着中奖票，反反复复确认了好多
遍中奖金额，他直言：“太梦幻了！”

Cosplay乐小星 为暖心兑奖点赞

得知中奖的当晚，杜先生兴
奋得睡不着，听说兑百万元大奖
要去济南，可是疫情形势严峻，
怎么去济南兑奖让他犯了愁。恰
在此时，疫情形势下，省、市体

彩中心经过多方协调，开通了在
东营本地兑奖的绿色通道，杜先
生对这样人性化的兑奖服务举手
称赞。来到兑奖大厅的杜先生，
对体彩吉祥物“乐小星”情有独
钟，用自己扮演乐小星的方式记
录下自己人生中幸运的一天。这
笔百万元大奖怎么用？杜先生表
示，这惊喜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想
好，但一定会用在“刀刃”上，也会
继续支持体彩这项公益事业。

春光烂漫，大奖绽放，“超级加
倍有礼 尽享百万惊喜”的活动接
近尾声，惊喜、好运天天上演，快快
走进体彩投注站，或许有一天，你
也会成为幸运儿的其中一员！

(小孟)

顶呱刮“超级加倍”超给力 助东营购彩者斩获百万元大奖

记者 杜亚慧

5月13日上午，以“青春山东，
共享未来”为主题的国际青年交
流大会在济南开幕。大会采用“线
上+线下”“主会场+分会场”方式
举办，在济南设主会场，在北京、
省内16市设分会场，全程线上直
播。国内外1200人线上参会。

据悉，国际青年交流大会由
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

由山东省委外办、省对外友协、省
青年联合会、省教育厅、省文化和
旅游厅、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
全球化智库共同承办；同时，得到
中国外文局、中国民间组织国际
交流促进会等单位的协助支持。

13日上午，大会举办开幕式、
“黄河湾国际青年经济论坛”主论
坛，发布大会成果，启动国际青少
年交流年，揭幕“青年眼中的中国
与世界”国际青年艺术展。塞尔维
亚总统武契奇、基里巴斯总统马
茂等外国政要，全国对外友协、团

中央、宋庆龄基金会等部委领导，
上合组织秘书处、中国—东盟中
心秘书处、联合国驻华系统、非洲
联盟驻华代表处等国际组织负责
人将进行现场和视频致辞。

大会将发布十项成果，主要是：
全球青年伙伴计划、“中外青少年交
流基地”《中国的孔子 世界的智
慧》精品丛书、沿黄九省（区）国际青
少年交流联盟、国际青少年“黄河文
化”交流营、上海合作组织青年交流
营、中国（山东）—东盟职业教育产
学研基地、中国（山东）—中东欧青

年合作交流基地（塞尔维亚）、“悟空
杯”中日韩青少年漫画大赛、全球化
智库国际青年创新中心（济南）、“情
满丝路、爱心小屋”项目。

“黄河湾国际青年经济论坛”
主论坛将以“新格局与新经济”为
主题，在济南、北京设两个会场，
邀请中外经济学家、青年企业家
及青年精英代表等，聚焦后疫情
时代、大国博弈下的全球经济变
局与中国新发展格局，深入探讨
数字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贸趋
势、商业模式变革、技术创新驱动

与产业转型升级等前沿热难点问
题。同时还将以山东为切口，分享
高质量发展实践经验。

本次大会是山东近年来首次
举办的大型国际青年交流活动，
具有开创性意义。大会聚焦国际
青年群体，紧扣青年受众特点，集
聚青年群体力量，深度融入“黄
河”元素，打造国内综合性国际青
年交流平台及“永不落幕”的国际
青年交流盛会，将进一步加强山
东同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年朋
友之间的相知相通。

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范洪艳

5月12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山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刚刚出台的

《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创新2022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有关情况。
《行动计划》着力构建“1+6+

N”的人社事业创新发展体系。
“1”是坚持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
增强人社事业发展创新力，打造

“创新人社”品牌；“6”是实施就业
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
关系、政务服务、党建工作“六项
创新提升行动”；“N”是制定一批
创新政策，推进一批创新项目，落
实一批创新举措，不断增强企业
和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截至5月上旬，全省共开发城乡公
益性岗位40 . 97万个，安置上岗
35 . 15万人，分别完成年度计划

任务的102 . 43%、87 . 87%，取得
阶段性进展。山东省人社厅计划6
月底前，完成全省40万个公益性
岗位开发、上岗任务。本次创新行
动计划将“实施数字技术工程师
培育”作为一项具体创新措施，力
争每年培训数字技术人员6000人
以上。

这次《行动计划》提出要开展
政务服务创新提升行动，打造“无
证明部门”。那么人社部门在打造

“无证明部门”方面，有哪些具体
创新性举措？

山东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
会保障卡管理服务处处长韩林介
绍，过去，群众办事程序繁琐、提
交材料多、耗时长，影响了群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近年来，省人社
厅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流程再造，
通过减证便民、告知承诺、数据共
享等方式，让群众不提交或尽量
少提交材料，有效提升了群众的

办事体验。目前，全省人社政务服
务事项申请材料压缩64 . 6%，网
办事项达到95%以上，83个证明
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160万余名
办事群众获得“无证明”办事体
验。2021年，人社部门政务服务好
评率达到99 . 98%，位居省直部门
前列。下一步，省人社厅将以实施
政务服务创新提升行动为抓手，
推进事项标准化、经办数字化和
监管常态化，推动由“减证利民”
向“无证利民”跨越，全力打造“无
证明”部门。

以清单管理为关键点，实现
“无证明”可办。按照“三个不提
交”的要求，即法律法规无明确规
定的不提交、由本部门出具或可
通过本部门信息系统数据交换获
取的不提交、可自行查验获取的
不提交，进一步减少群众办事的
申请材料、证明材料，减少盖章、
审核、备案、确认、告知等繁琐办

事环节和手续，形成人社服务证
明事项清单“精简版”，实现“无证
明”可办、能办。

以告知承诺为突破点，实现
“无证明”易办。全面推行告知承
诺制，在抓好83项告知承诺制事
项的基础上，瞄准群众办事“痛
点”，将更多办理量较大且条件成
熟的证明事项纳入告知承诺制范
围。压减各类证明材料，真正做到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以数
字赋能为支撑点，实现“无证明”
简办。全面推动电子证照应用，推
广“服务找人”，实现人社服务极
简办。以健全机制为根本点，实现

“无证明”办好。

“1+6+N”打造“创新人社”品牌，网办事项达95%

精简人社证明事项清单，实现“无证明”可办

1+6+N

◎“1”是打造“创新人社”品牌；
◎“6”是实施就业创业、社会
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
政务服务、党建工作“六项创
新提升行动”；
◎“N”是制定一批创新政
策，推动一批创新项目，落实
一批创新举措。

建设“无证明部门”

◎以清单管理为关键点，
实现“无证明”可办；

◎以告知承诺为突破点，
实现“无证明”易办；

◎以数字赋能为支撑点，
实现“无证明”简办；

◎以健全机制为根本点，
实现“无证明”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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