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体彩彩““顶顶呱呱刮刮””票票面面图图案案设设计计

有有奖奖征征集集启启事事
2008年，“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票在山东上市，它以其即开即中、返奖率高、

玩法丰富、印制精美、趣味性强等特点，赢得了社会公众的青睐。为突出“顶呱刮”
彩票的山东特色，进一步丰富山东体彩“顶呱刮”彩票品种，提升游戏的娱乐性、趣
味性，现面向社会有奖征集“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票票面图案设计作品，欢迎社
会各界朋友踊跃参加。

一、征集内容

体彩“顶呱刮”即开彩票的
票面图案设计，共分六个主题，
分别是：十二生肖系列主题、婚
庆主题、二十四孝系列主题、齐
鲁圣贤系列主题、十二星座系
列主题、传统节日主题。

二、征集要求

1、表现形式不限，电脑设
计、卡通、剪纸、绘画 (漫画、漆
画、版画、素描、油画等)、雕刻、
书法、摄影等形式均可，彩色、
单色均可。

2、主题突出，视觉冲击力
强，创意独特，立意新颖。

3、参与者可以任选一个或
多个主题进行设计。十二生肖
系列主题需设计 1 2个票面图
案；二十四孝系列主题需设计
2 4个票面图案；齐鲁圣贤系列
主题需设计 1 2个票面图案 (至
少包含孔子、孟子、墨子、孙子、
王 羲 之 、鲁 班 、诸 葛 亮 7个 人
物 )；十二星座系列主题需设计
12个票面图案；婚庆主题、传统
节日主题可以设计单张图案，
也可以套票的形式设计图案。

4、作品最短边长或直径不
小于12厘米。

5、设计作品将印刷在即开
型体育彩票的刮开区背面，全
国发行，作品可作为艺术品收
藏。

三、投稿方式及要求

1、将应征作品原件 (电脑
设计作品可以用A4纸打印 )邮
寄至：济南市经十一路3 1号山
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收件
人：张英。也可以将应征作品电
子版 ( J PG文件 )发送至电子信
箱：tczhengji@163 .com。投稿时
请注明应征主题，并附设计说
明、作者姓名、身份证号、联系
电话、联系地址等信息。

2、截稿时间：2013年8月31

日 (信件以当地邮戳为准 )，所

有投稿作品和材料一经提交恕
不退还。

3、电脑设计作品需保留源
文件，按照CMYK模式保存，分
辨率 3 0 0 d p i。作品入围后需向
主办方提供。

4、凡提交信息不全或超过
截稿时间，均视为无效投稿。

5、所有投稿在邮寄途中及
因其它意外所造成的损坏或丢
失，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
任。

6、活动咨询电话：0 5 3 1 -
82053018。

四、奖项设置

对所有获奖者均颁发获奖
证书，并进行奖励，总奖金38 . 4

万元。六个主题分别设奖，每个
主题设以下四个奖项：

一等奖1个 奖金10000元
二等奖2个 奖金各8000元
三等奖3个 奖金各6000元
优秀奖10个 奖金各2000元(所
有奖项的奖金均为税后金额)

五、声明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凡主动提交作品的参与者，主
办方认为其已经作出如下不可
撤销声明：

1、原创声明：应征作品是
本人原创，未侵犯其它单位或
个人的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
产权；该作品未在报刊、杂志、
网站及其它媒体公开发表，未
申请专利或进行版权登记，未
参加过其他比赛，未以任何形
式进入商业渠道；投稿作品因
知识产权引发的一切法律纠

纷，由投稿者自行解决，主办方
不承担任何责任。

2、诚信声明：本人终身保
证不用应征作品以同一作品形
式参加其他的设计比赛，不将
应征作品转让给他方或许可他
方使用。否则，主办方将取消其
参选与获奖资格，收回奖金原
额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
利。

3、参赛作品知识产权归
属：本人同意获奖作品的著作
权归主办方即山东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所有，主办方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列方式行使著
作权：享有对获奖作品进行再
设 计 、生 产 、发 行 、销 售 、展
示、出版和宣传等权利，其它
任何单位和个人 (包括作者本
人 )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
对 作 品 转 让 、复 制 、转 载 、传
播、摘编、出版、发行、许可使
用等。主办方除支付奖金外，
不另付报酬。

4、凡参加本次有奖征集活
动者，均视为已同意本启事所
有规定。

本活动解释权归山东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二鸽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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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潭美”将影响日照，23日将有阵雨

海海上上搜搜救救中中心心发发布布海海上上风风险险蓝蓝色色预预警警
本报 8 月 21 日讯(见习记

者 赵发宁 通讯员 梁远林)
21 日下午，日照市应急办发

布信息称，受第 12 号台风“潭
美”影响，22 日-24 日，日照市偏

东风风力较大，23 日日照将有
阵雨，局部雨量较大。日照市海
上搜救中心也相应发布海上风
险蓝色预警。

记者从日照气象台了解到，

受今年第12号台风“潭美”外围
环流影响，22日-24日，日照市近
海海域偏东风将逐渐增强到 6-7

级，阵风 9 级，沿海 5 级，阵风 7

级，并伴有局部短时强降水。

日照市海上搜救中心发布
海上风险蓝色预警。“我们会密
切跟踪天气海况变化，及时开展
大风预警和应急防范工作，及时
通知各类小型船舶做好防范措

施，同时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
度，做好大风期间值班值守和应
急待命工作，最大限度避免或减
少海上突发事件的发生。”日照
市海上搜救中心工作人员说。

本报8月21日讯(见习记者
赵发宁) 21日，记者从日照市海
洋与渔业局获悉，截至8月18日，日
照市2013年渔船船东优惠贷款工
作全面结束。共对283艘渔船发放
优惠贷款5372 . 4万元，有效地缓解
了渔船船东生产及流动资金的需
求，推进了渔业安全生产。

贷款利率较低

木质渔船最高可贷10万

“今年市海洋与渔业局为全市
渔船船东筹集 6500 万元优惠贷款，
其中省渔业互保协会出资 3500 万
元，日照银行配套资金 3000 万元，
总资金比去年增加 500 万元，5 月 8

日开始集中放款。”日照市渔港监
督处一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次渔船优惠贷款利率为基
准利率上浮 20%，远低于抵押类

商业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60% 以上
的规定，渔船船东仅贷款利息支
出即可节省 156 万元。符合条件的
钢质渔船最高可贷 30 万元，木质
渔船最高可贷 10 万元，用于渔船
设施维修、购置渔具等生产活动，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渔船船东春季
生产及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

推出“惠渔通”银行卡

10 个工作日内拿到贷款

据悉，为进一步方便渔民群
众，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协调日
照银行，改变了以往的“利随本
清”的贷款模式，开展了“惠渔
通”优惠业务，即在贷款期限内，
渔船船东可以循环使用额度内
的贷款，并按照自身需求和意愿
全部或部分归还贷款，使用贷款
过程更加灵活、方便，最大限度

地减少贷款利息。
同时率先在全省推行“惠渔

通”银行卡。该卡不仅具备普通
银行卡的基本功能，还可将国家
对渔业船舶的燃油补贴、渔业互
保保费、互保理赔款的划拨等业
务通过该卡支付，增加了资金的
安全性和专用性。

贷款发放过程中，日照市海
洋与渔业局渔港监督处(日照互保
办事处 )积极探索服务渔民新方
法，联合日照银行有关人员，进一
步简化贷款手续，对贷款采取集
中办公、上门放贷的形式，在重点
渔村设立办事窗口，一次性完成
材料的收集、合同的签订。10 个工
作日内将贷款划拨到“惠渔通”银
行卡账户上，从而确保贷款工作
的顺利进行，提高了工作效率，不
让船东跑冤枉路，切实做到服务
于渔民。

日日照照市市228833艘艘渔渔船船
享享55000000多多万万优优惠惠贷贷款款
有效缓解生产及流动资金的需求

2013年的休渔期还有几天就要
结束。8月20日，记者跟随日照市渔政
监督管理处的执法人员一起登上渔
政船巡航检查。

海上30℃以上的高温对执法人
员来说是一个挑战，海面没有遮阴
处，巡查时他们只能任由烈日炙烤。
日照市渔政监督管理处管理科科长
王平亮告诉记者：“休渔期，我们24小

时根据天气潮汐变化，随时备航出
海，因为总有个别渔船不顾禁令违规
出海捕鱼。”不少执法人员都长了热
疙瘩，生了汗斑，这也是他们的“职业
病”。

据了解，从 6 月 1 日至今，禁渔
期间日照市渔政监督管理处共查处
了 60 多艘渔船违法出海捕鱼。
本报见习记者 赵发宁 摄影报道

冒高温顶烈日 严查违法捕捞

日照的旅游旺季期间，“走基层 蹲警营 逛景区”，本报推出“赶海”栏目。
本报在日照沿海万平口、灯塔广场等著名景区，安排专职记者，为市民，也为游客提供

服务，本报还与沿海各派出所合作，推出旅游旺季各类安全信息，供市民以及游客参阅。
如果您在海边遇到啥新鲜事，如果您旅游途中遇到不快，如果您想要分享在日照旅游

的故事，欢迎您联系我们。
0633-8308110，有事尽管说！ （刘国林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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