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大乐透1500万得主还未现身
引诸多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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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日照彩友凭借一张2

元单式票一举夺得体彩第13066期
大乐透一等奖，作为当期全国仅
中出的唯一一注大奖，奖金达到
了派奖期内2元投注彩票封顶的
1500万元，巨奖一出，立刻引起了
轰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距
今大奖中出已过去10多天，这注
创造了日照彩市迄今为止最高奖
金的得主却迟迟未现身领奖，大
奖得主到底是日照本地人还是在
故意拖延领奖时间？引起了大家

的无数猜测。
笔者和其他彩友一样，怀着几

分疑惑来到大奖诞生地东港区
18347站点，站内的彩友正议论的热
火朝天：“是不是村东头的老张头?

怎么这几天不来买彩票了？”“不对
吧 ?昨天他还来买了几注大乐透
呢？”“这位大奖得主可真能忍得住
呀。要是我第二天就去领奖了。光
利息就够我吃的了。”彩友小王羡
慕地说到。站长牟海港笑了：“大伙
别猜了，我都不知道是谁中的奖，

不过我觉得这位彩友肯定知道自
己中奖了，彩票也不会丢，因为每
次售出彩票时我都会提醒彩友们
妥善保管好彩票，我们就等着巨奖
得主现身吧。”

日照市体彩中心在此提醒广
大彩友，彩票的兑奖期限为60个
自然日，请及时查对您手中的彩
票，如果您手中有这张1500万巨奖
彩票，请尽快兑奖，不要让千万巨
奖从您身边“偷偷”溜走。

(李莉 林玉军)

超级大乐透亿元大派奖
正在火热进行中，每期500万的
派奖奖金让彩市瞬间升温。截
至第13070期，超级大乐透已经
派奖9期，期期送出头奖，9期一
共开出头奖19注，其中5注为
1500万大奖，1注2100万大奖。为
给彩民送去更多欢乐，让更多
彩民分享中奖喜悦，顶呱刮与
超级大乐透强强联手，面向全
国推出三款以“超级大乐透”
和“顶呱刮”为主题的即开型
体彩品牌家族游戏。同时，为
配合这三款主题票的上市，国
家体彩中心决定6月24日至7月
2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主题为
“顶呱刮&超级大乐透周年庆，

感恩回馈双重赢”的联合营销
推广活动。活动期间，除了超
级大乐透每期500万的派奖大
礼，彩民一旦中大乐透游戏彩
票即有机会免费获赠顶呱刮
彩票，或者中顶呱刮可获赠大
乐透彩票。

此次顶呱刮和超级大乐
透联合营销推广活动时间为
2013年6月24日-2013年7月21

日。活动包含两个方案：
活动一：中大乐透送顶呱刮
活动期间，每逢星期六开奖

的体彩超级大乐透(即13074期、
13077期、13080期、13083期)，如果
单注中得七等奖(含单注中基本
奖10元或追加奖15元)，即可获赠

面值5元的体彩即开型彩票一
张。(活动一兑奖截止日期为2013

年7月28日20：00前。)

活动二：中顶呱刮送大乐透
活动期间，凡购买任意一

款20元超级大乐透主题或10

元、5元顶呱刮主题即开票，如
单张彩票中得20元，即可获赠
价值3元的超级大乐透追加票
一张。(活动二兑奖截止时间为
2013年7月21日20：00前。)

亿元大派奖已经掀起彩
市热潮，顶呱刮和超级大乐透
的强强联合，则将进一步激发
彩民热情。彩民朋友，想体验
中奖欢乐，如今正是大好时
机，不可错过！ (周几)

亿元派奖火热进行

顶呱刮大乐透联合促销加欢乐
山东小伙喜中排列五40万

6月5日晚，体彩全国联网
排列五第13149期开奖结果出
炉，临沭县彩友小刘(化姓)凭
借三张直选票，仅用8元便擒
获排五大奖四注，中得奖金40

万元。
据了解，小刘最喜欢排列

五玩法，平时对排列五走势小
有研究，自己也经常会研究些

“心水号码”自己购买或者推
荐给其他彩友。中奖当天下
午，小刘来到临沭县22253体彩
站研究起排列五走势，通过研
究奇偶、大小、012路等方式，
小刘挑选了几组数字，并最终
确定了“9 3 6 7 4”这组自己
非常满意的“心水号码”。在投

注了2倍之后，小刘对这组号
码很有感觉，便当场又打了一
倍。在回家的路上，小刘对自
己挑选的号码越看越喜欢，便
又来到22645体彩站打了1倍。
当晚开奖结果出来后，小刘瞬
间将40万奖金收入囊中，突如
其来的惊喜也让他脑子一片
空白,“当时自己整个人都呆住
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看来“倍投也能中千万”
的体彩排列五玩法还是风采
依然，彩友们可以随意挑选自
己身边的幸运号码进行投注，
说不定也能像小刘一样收获
大惊喜。

(王浩)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司路清
通讯员 苗红) 日照市首家农民

专业合作联合社“日照市惠众农产
品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于近期在
日照国际海洋城落地。联合社吸收
了周边27家农业种植农民合作社，
主要种植富晒小麦、水稻、绿色无公
害蔬菜等，种植面积达7万多亩。

今年，初尝绿色种植甜头的张
新学产生了一个念头，他想联合更
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种植
格局打造成融规模化、集约化、生态
化、专业化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种植
模式，提高产品品质 ,降低产品成
本，共同抵御市场波动。张新学将自
己的想法告诉了日照市工商局国
际海洋城分局，并进行了登记方面
的咨询。

该局通过仔细研究国家相关
政策，借鉴先进地区的做法，与日照
国际海洋城社会事业局联合下发
了《关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发展的试行意见》，就有关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联社的原则、设立条件、
登记规范等进行了明确。

国际海洋城工商分局专门开辟
绿色通道，派工作人员跟踪服务，在
其名称核准、联合社章程修订以及
相关材料的填写等方面给予专业指
导，使日照市惠众农产品农民专业
合作联合社仅用了半个小时就领到
了营业执照。

目前，日照市惠众农产品农民
专业合作联合社种植的蔬菜已经
进入许多学校、食堂的餐桌。

日照成立我省首个市级海上溢油应急中心

收集“油指纹”，出现溢油可查源头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梁远林 常运高) 日
照市海上溢油应急处置指挥中心日
前成立，这是山东省首个市级海上
溢油应急处置指挥中心。日照海事
局采集辖区临港储油罐、供油单位
的20多个油样，建立“油指纹”数据
库，可通过采样化验比对，缩小或锁
定溢油源。

12名专家组成“智囊团”

该应急中心成立后，将与日照
市海上搜救中心合署办公，由海
事、环保、海洋渔业等多个部门组
成，在日照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负责全市海上溢油事件的预防预
警、应急处置、应急保障及演练培
训等工作。应急中心聘请了来自辽
宁、上海、烟台等地的12位专家组
成“智囊团”，专业领域涉及环保、
海洋、海事、消防、化学品防护救

助、气象和法律等，将提供防治对
策、应急技术和法律咨询等方面的
支持保障。

监视全部危险品码头

据了解，监视监测系统覆盖全
部危险品码头，应急力量能够在2

小时内到达事故现场，3小时内开
展有效清污，溢油综合控制清除能
力达到1000吨。监视监测系统由溢
油检测报警系统和视频检测系统
等组成。

“专用危险品码头系指进行石
油及其制成品、化学危险品作业的
区域，包拓趸船、泊位、栈桥等。日照
现在共有12个危险品码头，多分布
在岚山港区。”日照市海事局一工作
人员介绍。

正在建设监管基地

目前，日照岚山海事监管基
地正在建设，其中包括了一座专
业溢油应急设备库。该基地位于
岚山区轿顶路北侧、玉泉二路东
侧。日照还将逐步实现无人机海
上溢油监视，推动社会清污力量
的发展壮大，开展海上溢油应急
处置演练，提升了海上溢油处置
实战能力。

“油指纹”锁定溢油源

今年以来，日照海事局采集了
辖区临港储油罐、供油单位的20多
个油样，交由烟台溢油应急技术中
心化验分析，并存储相应指标参
数，建立了日照“油指纹”数据库，
当发现不明溢油来源时，通过采样
化验比对，缩小或锁定溢油源。

“石油是由上千种不同浓度的
有机化合物组成。这些有机物是在
不同地质条件下，经过长期的物化

作用演变而成，因此，不同条件或环
境下产出的油品具有明显不同的化
学特征，其光谱、色谱图因此而不
同。”日照海事局一工作人员说，“人
们把油品的光谱、色谱图称为油指
纹。人们可以通过对海面溢油和溢
油源油样的油指纹进行比对鉴定来
确认溢油源，以利于监测和保护海
洋环境。”

有专业应急人员300人

据了解，日照市现有各类溢
油应急处置船舶6艘，用来防止浮
油扩散的橡胶、PVC等材质的围
油栏32540米，收油机20台，浮油储
存装置总容积2943立方米，吸油拖
栏12600米，专业溢油应急处置人
员近300人，综合收油能力1165立
方米/小时，消油剂喷洒能力3160

升/分钟，应急卸载能力950吨/小
时。

日照成立首家

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于苏杨，这几天
天气真凉爽，气象台阿姨告诉我，预计本周日照
市受偏西气流控制，天气主要以云系变化为主，
气温变化不大。本周后期受高空槽东移影响，云
量增多。

父母寄语：亲爱的宝贝，感谢上天的恩赐，
让我们骄傲地拥有了你，我们会像爱自己的眼
睛一样爱你、珍惜你，并希望你一生快乐无忧，
我们想没有什么比你平安、健康、快乐更加重要
了！爱你的爸妈。

市区逐日预报如下：
周二(25日)：多云，东南风3～4级，21～25℃
周三(26日)：多云，东南风3～4级，21～26℃
周四 (27日)：多云到阴，东南风3～4级，21

～27℃
周五(28日)：多云，偏南风3～4级，21～25℃
周六(29日)：多云到阴，偏东风3～4级，20～

24℃
周日(30日)：多云到阴，偏南风3～4级，20～24℃

本报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费艳琴 整理

姓名：于苏扬
性别：女
生日：2010年06月08日
明星推荐：日照金宝贝早教中心

本周气温变化不大

多云天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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