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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精彩世界杯，竞彩送宝马”营销活动的公告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拉开帷

幕，为感谢广大彩民对公益体彩事
业以及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的
支持，经研究，我中心决定开展“精
彩世界杯，竞彩送宝马”营销回馈活
动，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8年6月14日-7月15日。
二、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凡在我省体彩网点

(含手机在线)购买竞彩游戏单票金
额满100元，即可凭符合条件的彩票
参与抽奖活动。

1 .奖项设置
一等奖 :宝马320Li(时尚型)汽

车，每周抽取1辆，共计5辆；
二等奖:联想Thinkpad(R480)笔

记本电脑，每天抽取20台，共计640
台。

2 .抽奖安排
抽奖依据：纸质彩票以彩票票

面终端号和出票时间为抽奖依据，
“手机在线”电子彩票以用户投注账
号和出票时间为抽奖依据。每张彩
票只有一次中奖机会。

抽奖办法：一等奖每次抽奖时，
从上周符合条件的彩票中随机抽出
中奖者；二等奖每次抽奖时，从上周
符合条件的彩票中按天分别随机抽
出中奖者。

抽奖时间：抽奖活动共进行5
次，其中：

第1次抽奖于6月18日，从6月14
日-6月17日符合条件的彩票中抽出
一、二等奖；

第2次抽奖于6月25日，从6月18
日-6月24日符合条件的彩票中抽出
一、二等奖；

第3次抽奖于7月2日，从6月25
日-7月1日符合条件的彩票中抽出
一、二等奖；

第4次抽奖于7月9日，从7月2日

-7月8日符合条件的彩票中抽出一、
二等奖；

第5次抽奖于7月16日，从7月9
日-7月15日符合条件的彩票中抽出
一、二等奖。

如遇有一等奖弃奖，则将从最
后一周(7月9日-7月15日)符合条件
的彩票中，额外抽出与一等奖弃奖
数量一致的中奖者，直至宝马汽车
全部送完为止。具体抽奖时间待定。

抽奖活动由山东省济南市齐鲁
公证处公证。抽奖结果通过山东体
彩网、“山东竞彩”微信公众号、“手
机在线”客户端等渠道公布。

三、奖品领取办法
1 .一等奖领奖办法
一等奖中奖者须于每次抽奖结

果公告发布当日起5日 (工作时间 )
内，与我中心联系确认领奖事宜(中
奖确认电话：4006185188)，逾期未确
认者，视为自动放弃中奖资格。

一等奖中奖者须本人到省体彩
中心办理领奖手续，提供中奖彩票
原件及身份证件(“手机在线”中奖
者须本人到场并提供身份证件、“手
机在线”投注账号、中奖订单详情截
图、个人信息截图)，由工作人员核
实后，填写登记相关信息，予以办
理。

汽车所有权归中奖者所有，不
可折现，偶然所得税、汽车税费、上
牌等各种费用由中奖者承担。购车
发票只能开具给中奖者本人。中奖
者须准备现金缴纳购车发票价格
20%的个人偶然所得税，由省体彩中
心代收代缴，并出具代缴证明。

2 .二等奖领奖办法
二等奖中奖者到所在市体彩分

中心领奖，分中心须留存中奖彩票
原件及中奖者身份证复印件(“手机
在线”中奖者须本人到场并提供身
份证、“手机在线”投注账号、中奖详

情截图、个人信息截图)，由分中心
工作人员核实后，填写登记相关信
息，予以办理。

二等奖领奖截止日期为2018年
7月31日。逾期未领奖者，视为自动
放弃中奖资格。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山东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特此公告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5月31日

2018年烟台市中考落下帷幕

66月月3300日日可可上上网网查查询询中中考考成成绩绩
本报6月1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14日下午中考英语考
试结束，2018年烟台市中考落
幕。今年中考继续实行全市统
一网上阅卷。6月30日，初四年
级考生可上网查询考试成绩。
成绩有异议可申请成绩复核。

14日下午4点半，随着最后
一门英语的考试结束，烟台市
2018年中考落下帷幕。在烟台
一中考点，考生们陆续走出考
场，经历了两天的密集考试，很
多考生走出来都一脸轻松。“终

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考试完了，
我就准备天天看世界杯放松放
松。”几名男生边走边说。

考试结束后，全市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和政治以
及六区地理、历史、生物由市教
育局统一组织网上阅卷，使用
统一的阅卷评分标准。

6月30日，初四年级考生
可上网查询考试成绩。采取登
录网址和微信两种方式查询
成 绩 。查 询 网 址 ：h t t p : / /
zk.ytjyw.gov.cn:7001/signup

/。为防止网络拥堵、瘫痪，今
年继续采取分片查询的办法：
上午8：3 0，六区考生开始查
询；上午9:30，全市所有考生均
可查询。

考生对中考成绩有异议的
考生可申请复核，复核范围仅
限是否为本人答卷以及各题得
分和全卷得分有无漏判、漏加、
错加等，不涉及评分标准宽严
程度的掌握。复核时间安排在
成绩正式公布之日，即6月30日
到7月1日16点前，可申请成绩

复核，逾期不再受理。需要复核
成绩的，由考生本人提出书面
申请(需注明姓名、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所查科目及理由和
准确联系方式)，学生本人、家
长及任课教师签字，经就读初
中学校同意并签字盖章后，进
行成绩复核，7月2日17时前将
复核结果反馈给考生本人。烟
台市教育局要求初中学校，在
学生申请复核前，要指导学生
阅读《烟台市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市阅卷科目网上阅卷流程和

成绩复核范围》。
烟台市教育招考中心特别

提醒考生，今年学生考试报名、
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和招生录
取继续使用全市统一的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工作录取平台，不
通过平台填报志愿的学生无法
参加“3+4”本科、普通高中和高
职招生录取。除使用全市高中
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进行招
生录取外，各中等职业学校还
可以采取注册入学等灵活多样
的招生方式。

本报6月14日讯(记者 焦
兰清 通讯员 王洋 谢宝
轩) 记者从6月13日举行的烟
台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启动工
作会议上获悉，职工长期护理
保险将于6月30日起在全市正
式启动实施，失能、失智老年人
长期护理需求将得到有效保
障。

今年5月，烟台市政府办公
室印发了《关于开展职工长期
护理保险工作的意见》(烟政办
字〔2018〕58号)，确定自今年6
月30日起在全市启动实施职工

长期护理保险。凡参加烟台市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
休人员，均纳入长期护理保险
保障范围。正常享受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的参保职工，经
评定后符合条件的，自核准之
日起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方式
分为医疗专护、医养院护、巡查
护理三种。

在费用报销方面，长期
护理保险重点保障长期处于
失能、失智状态的参保职工
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

护理等所需服务和日常生活
照料费用，分为“基础护理费
用”和“日常照护费用”。经评
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
人员，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基
础护理费用”(含参保职工在
享受医疗专护待遇期间发生
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
费用)，由个人负担10%，长期
护理保险资金负担90%；“日
常 照 护 费 用 ”以“ 照 护 服 务
包”的形式予以保障，参保职
工个人不负担“照护服务包”
费用。

本报6月14日讯(记者
李楠楠) 14日下午中考英
语考试结束，2018年烟台市
中考落幕。今年中考继续实
行全市统一网上阅卷。6月
30日，初四年级考生可上网
查询考试成绩。在7月10日
至11日填报志愿。

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情
况，招生录取工作共分四个
批次进行：第一批，初中起
点“3+4”本科录取；第二批，
普通高中统招生录取；第三
批，“2+3”高等师范教育、五
年制高职和三二连读高职
录取；第四批，中等职业学
校录取。采取四批次招生录

取模式，可以更充分地尊重
考生和家长的报考志愿选
择，极大提高考生的录取
率。初二、初三年级考试成
绩由学校通知考生本人。

烟台市高中阶段四个批
次招生均按照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语文、数学、外语、物理、
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生
物、信息技术、体育、物理实
验操作、化学实验操作和生
物实验操作14科总成绩录
取，艺术素质测评成绩作为
普通高中自主特长招生的参
考，不计入考试总成绩。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中
学校录取新生的参考。

乘风破浪赴岛检验
近日，烟台市特检院工

作人员，经过5小时50分航
程，一路乘船颠簸，到达长岛
县北隍城岛龙宴海产品食品
合作社，对锅炉进行了全方
位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受到
企业赞誉。(通讯员 金鹏)
及时沟通，注重宣传

在进行定期检验和年度
检查的同时，烟台特种设备检
验人员积极向企业负责人宣
传法律法规知识，对企业应承
担的安全主体责任和特种设
备生产、使用方面的要求进行
了全面的宣传，提高企业的法
律意识及特种设备安全责任
意识。(通讯员 金鹏)

烟烟台台市市职职工工长长期期护护理理保保险险66月月3300日日起起实实施施
失能、失智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将得到有效保障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烟烟台台中中考考77月月1100日日开开始始填填志志愿愿
43238人考试计划录取28763人

葛头条延伸

本报6月14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为超
晓平 ) 1 4日，记者从市城
管局市政处获悉，从 1 1日
起，魁玉南路南段 (港城西

大街—锦绣新天地)进行道
路大修，采取半幅封闭施工
作业 ,先东侧后西侧，依次
推进 ,工程预计 6月底前完
工。

烟烟台台魁魁玉玉南南路路((南南段段))大大修修开开工工
预计6月底前完成

6月14日，全世界球迷期盼已久的俄罗斯世界杯拉开大
幕，一场关于球迷的狂欢也进入高峰。13日，烟台几位美女球
迷在37°梦幻海室内水乐园拍摄世界杯主题照，为世界杯喝
彩。 本报记者 吕奇 通讯员 曲玫桦 摄影报道

为为世世界界杯杯喝喝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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