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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增加多个发布渠道
2004年5月18日，体彩新玩法“7

星彩”上市，标志着体彩实现全国统一
开奖。为了让购彩者第一时间通过电
视了解开奖信息，旅游卫视《天天体
彩》每天22：00首播，次日CCTV-5
《早安中国》重播。为了提高体彩公信
力，2006年1月1日起，体彩开奖由原
旅游卫视电视台、山东卫视电视台统
一调整至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播出。
2010年1月1日起，还将开奖节目播出
时间较往年提前了一个小时，购彩者
每晚9点就可以收看。

此外，针对广播听众，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国之声》每晚9点播出当天
体彩开奖结果。在平面媒体方面，购
彩者可通过《中国体育报》和《中国体
彩报》查看体彩开奖结果。

业内率先实现网络直播
随着互联网发展，信息传播越来

越快，更多人从网络上获取信息。
2011年，中国网民数量已突破4.8亿。
为了方便网民，2011年4月6日，体彩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开奖网络直播。购
彩者访问中国足彩在线、竞彩网、新浪
彩票三大网站的开奖直播页面，便可
第一时间见证体彩大奖的产生。
2011年10月17日，开奖网络直播还实
现了从“普清”向“标清”的跨越，可以
在直播中更加清楚地观看体彩开奖细
节。

体彩最新开奖信息发布全覆盖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发展，体

彩也在不断增加开奖发布渠道。根据
最新公布的信息，体彩在网络、电视、

广播、报纸四种媒介进行开奖信息发
布：

一、网络
（一）开奖直播渠道：中国体彩网、

竞彩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
网、网易网、彩票视讯（手机客户端）。
播出时间20：30。

（二）开奖号码和开奖公告发布渠
道：中国体彩网。开奖号码发布时间
20：45左右，开奖公告发布时间20：56
左右 。

二、电视
CCTV-2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

播》，播出时间21：10左右，时长30秒；
CCTV-12社会与法频道，播出

时间21：39，时长2分30秒。
三、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播出时间21：00，时长1分钟。
四、报纸
中国体育报、中国体彩报。
如今，体彩开奖信息发布渠道已

实现从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手机客
户端的全覆盖，保证了传播的最大化，
覆盖了更多人群，满足了购彩者收看
的需要。

此外，开奖信息发布时效性也得
到了提高。人民网、中国体彩网、竞彩
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等都在
20：30左右同步进行体彩开奖网络直
播。将体彩开奖过程公平、公正、及时
地展示给购彩者，是体彩阳光开奖最为
重要的一环，也是提升体彩的公益形象
及公信力的有力手段。回顾体彩开奖
渠道发布历史，紧跟发展潮流，满足购
彩者需求，体彩一直在不懈地努力。

与时俱进
感受体彩开奖发布渠道的变化

对购彩者来说，及时获得彩票
开奖信息是他们最为关注的焦
点。自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以来，国
家体彩中心大力拓展发布渠道，方
便购彩者及时、准确、便捷地获取
开奖信息。今天，就让我们了解
下，近年来，体彩开奖信息发布渠
道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盐边公安发布“6·21”事故通报
砂石车侧翻
致小轿车6人身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湘东
见习记者 肖洋）6月21日晚，攀
枝花市盐边县公安局发布了关于

“6·21”事故的第二次情况通报。
当天下午1点过，攀枝花一辆运
载砂石泥土的大货车发生侧翻，
砂石泥土将一辆小轿车掩埋，造
成小轿车上6人受伤，送医院后
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当天下午，警方发布了第一
次官方通报：6月 21日 13时 19
分，攀枝花市盐边县境内S310线
巴拉河鲊石路口，一辆拉载土石
的大货车（车牌号川 D60962）与
一辆小轿车（车牌号川 DV6596）
相遇时发生侧翻，将小轿车埋
压。小轿车上共6人，均为女性，
其中小孩1人。

事故发生后，攀枝花市、盐边
县两级公安、消防、卫生部门第一
时间到达现场开展救援工作。6
名受伤人员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
亡，另外4人正在医院抢救，事故
原因正在调查，后续情况将及时
向社会公布。

当晚7点过，警方发布此次
事故的第二次通报。6月 21日
13时19分，盐边县红格镇凌某驾
驶大货车运载砂石泥土，在盐边
县益民乡巴拉河鲊石路段发生侧
翻，车厢内的砂石将一辆小轿车
掩埋，造成小轿车上6人受伤，经
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目前，大货车驾驶员已被公
安机关控制。相关部门正在开展
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

被困被困
“驴友”穿越贡嘎山
背负物资过重掉队

据康定市公安局相关人员介绍，6月
17日，刘先生与10多名“驴友”相约从康定
出发，徒步翻越朗郭弄巴、穿越“蜀山之
王”贡嘎山到达贡嘎寺。

在穿越朗郭弄巴的过程中，刘先生因
为不堪重负，掉了队。同行的“驴友”继续
朝目标进发，刘先生却被困在了朗郭弄
巴。

“他可能是出现了高原反应，在寻找
下山道路的过程中，摔伤了。”民警介绍，
刘先生携带的物资以及手机、钱包在被困
过程中全部丢失。

刘先生家属介绍，刘先生被困期间，
感觉自己快坚持不住了，就起身活动身
体，尽量坚持不被冻僵。

偶偶遇遇
采药村民发现受困者
送上食物及御寒皮裙

6月下旬，甘孜州进入采挖贝母的时
节，不少村民趁着“黄金时间”上山采药。
20日下午3点，康定市榆林街道办老榆林
村村民四郎拉姆和3名家人在朗郭弄巴采
挖贝母后，唱着山歌朝村里走去。

“正走着，看到一个人，只穿了一件衣
服、一只鞋子躺在路边的树丛里。”四郎拉
姆四人吓了一跳，以为遇到了疯子。

他们遇见的正是被困多时的刘先生。
浑身颤抖的刘先生见到村民，小声说道：

“老乡，帮帮我，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
“他穿着冲锋衣，看起来像游客，身上

全是受伤的痕迹，嘴唇发青。”四郎拉姆回
忆，他们简单询问情况后，拿出带的香肠、
猪肉等送给刘先生。

刘先生狼吞虎咽起来。四郎拉姆等
人见到刘先生裸露在外的腿部微微浮肿，
浑身打颤，赶紧脱下身上的皮裙给他围上
取暖。

“刘先生有生命危险，我们无论如何
也要帮他一下。”四郎拉姆说，由于山上没
有手机信号，下午5点多回到村里，他们赶
紧打电话通知救援。

营营救救
20人小队连夜上山
将被困者转移下山

20日下午6点，获知刘先生被困朗郭
弄巴的榆林街道办工作人员报了警。康
定市公安、消防、榆林街道办等组成20人
营救小队，出发前往救援。

朗郭弄巴距离康定市区20多公里，营
救小队的车辆开到山下后，20多人徒步上

山搜救。由于雾气浓厚，且天色已晚，能
见度极低，给搜救带来了很大困难。

“上山时天已经黑了，路上全是碎石
子，很难走。”康定市公安局榆林派出所副
所长兰强介绍，他们用手电照着上山的
路，一直用喇叭喊话，边走边搜寻刘先生
的位置。

“我在这儿。”晚上10时16分，搜救人
员听到了刘先生的回答，附近的民警赶紧
冲了过去。小树丛里，刘先生躺在地上，
正瑟瑟发抖。

“刘先生出现了高原反应，整个人都
在打颤，浑身伤痕。他可能因被困久了受
了惊吓，说话很吃力，意识也有些模糊。
如果再过一夜，估计就有生命危险了。”兰
强回忆说。

营救人员为刘先生穿上防寒裤、鞋
子，并拿出火腿肠、矿泉水递给他。“只给
他吃了半根火腿肠，喝了些水。他太久没
进食怕吃多了出问题。”兰强说，救援人员
抱起刘先生，开始朝山下走。中途采用
抱、抬、背等方式转移刘先生，在山路上艰
难行进。

21日0时许，经过近6小时营救，被困
3天3夜的刘先生被抬到山下，随后送往康
定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公 |安 |部 |门

“驴友”穿越未备案
可能面临处罚

截至21日晚，刘先生仍无法正常与人
交流。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当地
公安部门获悉，刘先生等人本次穿越贡嘎
山区，并未在当地相关部门备案，涉嫌违
规穿越，可能会面临处罚。

回顾近年来，违规穿越事件时有发
生，导致部分人员受伤、失踪甚至失去生
命。

2018年1月2日，徒步穿越贡嘎失联
的广州籍驴友被证实不幸遇难，搜救小
组判断其可能因严重高原反应引起的
肺水肿而去世。甘孜州登山协会表示，
这名驴友并未到甘孜州体育中心和康
定市教育体育局备案登记，属于违规徒
步穿越。

根据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四川
省登山管理办法》规定，未经体育主管部
门批准擅自进行登山活动的，将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并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违规穿越贡嘎山
广州男子被困3天3夜

甘孜组织20人徒步6小时救人，涉事“驴友”未备案或将受处罚

6月21日下午，51岁的广州“驴友”刘
先生躺在甘孜州人民医院病床上，静静等
待亲属前来接他回家。

6月17日，刘先生与10余名“驴友”结
伴，从康定出发，打算穿越“蜀山之王”贡
嘎山，前往百年古寺贡嘎寺感受甘孜美
景。出发不久，身背许多行李的刘先生掉
了队，在途中出现高原反应，被困在一个
叫朗郭弄巴的地方。

所幸，3天后，采挖贝母的老榆林村村
民发现了刘先生。6月20日下午6点，接到
报警后，甘孜州康定市公安、消防、榆林街
道办等组成的20人救援队伍连夜上山，6
小时翻山，紧急救出已经意识模糊的刘先
生。

目前，刘先生等人涉嫌违规穿越，或
将面临处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祥龙 田雪皎

大货车上的砂石倾覆将一辆
小轿车掩埋。

甘孜消防官兵将被困男子往山下转移。受访者供图

消防官兵找到被困3天3夜的驴友。

王文明，1894年出生于广东乐
会（今海南琼海），字钦甫。1917年
至1920年，在琼崖中学读书时，王
文明参与领导了爱国学生运动，曾
被选为琼崖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抵
制日货总会会长。

1924年秋王文明就读于上海
大学社会系，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教育，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到广州，参与组建琼崖革命
大同盟。同年10月，王文明受中共
广东区委委派，任国民革命军第4
军12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
讨伐军阀邓本殷的南征。南征的胜
利，结束了琼崖封建军阀割据的局
面。随后，王文明全力投入琼崖党
组织的筹建工作，发展了一批共产
党员。

1926年6月，王文明在海口主
持召开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
成立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
被选为地委书记，为创建琼崖革命
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文
明率地委机关撤到乐会县第4区建
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1月，
全琼党员发展到17000人，革命斗
争出现了新的高潮。

1930年1月17日，王文明因积
劳成疾，于母瑞山病逝，时年36岁。
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
员邢诒孔认为，“王文明不愧是‘琼
崖工农群众的领袖’‘如铜似铁的革
命家’，琼崖革命第一人！”据新华社

英烈档案

王文明：琼崖革命第一人

王文明像（资料照片）。

王文明，1894年出生于广东乐会
（今海南琼海），字钦甫。1926年6月，
王文明在海口主持召开中共琼崖第一
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琼崖地
方委员会，被选为地委书记。1930年
1月17日，王文明因积劳成疾，于母瑞
山病逝，时年36岁。

新津策展“中国印”扬廉风筑廉魂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
近日，成都市新津县纪委发布《不忘
初心·2018新津廉洁文化“中国印”
篆刻艺术作品展征稿启事》，正式启
动“不忘初心·2018新津廉洁文化

‘中国印’篆刻艺术作品展”策展征
集工作。

据了解，该活动由成都市文化
新闻广电出版局、成都市书法家协
会指导，新津县纪委监委主办。旨
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在
新时期政治思想文化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传递执政文化正能量，加强现
实题材文艺创作，群策群力打造廉
洁文化品牌。

活动以“不忘初心”为主题，以
廉洁文化为主要内涵，创新采用既

富含传统文化韵味又颇具廉洁寓意
的“中国印”为艺术表现形式，从党
的十九大报告原文中精炼出有关党
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内容，拟面向全
国公开征集命题篆刻作品100件。
同时，特邀国内篆刻名家创作主题
作品20件。征集评选作品及特邀创
作作品共120件，计划于2018年9月
下旬在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中国文化馆年会上发布展览。

本次作品征集截稿时间为
2018年6月30日。届时，主办方将
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选，前100
位作者入围参加命题创作者，将由
主办方提供印石和篆刻内容；原石
作品返回后，主办方组织专家评选
前30名等级奖。为确保活动的公
平、公开、公正，相关流程均将在媒
体上公布并接受社会监督。

金堂县让廉政教育更有“文艺范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
“四风顽疾要医治，根除松弛和涣
散。群众利益是根本，形式官僚让
人烦。老虎苍蝇都在打，百姓欢呼
声连片……”悠扬的清音在金堂县
清江镇川剧座唱文化大院回荡，这
曲名为《永葆党旗更鲜艳》的现代廉
政川剧曲目，在川剧座唱协会成员
们的演唱下，更显别致风味，赢得了
台下老百姓雷鸣般的掌声。

6月12日，金堂县纪委联合县川
剧座唱协会及清江镇纪委，在清江
川剧座唱文化大院举行以“弘扬新
风尚、川剧话清廉”为主题的文艺表
演活动，意在营造崇廉敬洁、风清气
正的良好社会氛围。“这个曲儿唱的
就是反腐败、治贪官，我们听得懂、
记得牢。”节目表演现场，67岁的罗

老伯乐呵呵地说：“这样的廉政文化
宣传形式‘巴适’，我们都喜欢看。”

近年来，金堂县致力于探索将
廉洁文化建设与本地特色文化相结
合，力求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
来宣传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
社会氛围，此番将川剧座唱与廉政文
化相结合，就是其中一个缩影。目
前，该县先后精心编排了《穆桂英挂
帅》《假县令》《收姜维》《斩黄袍》《金
堂颂》《逛清江》等30余个剧目，并通
过“送廉下乡”等活动，到各乡镇（街
道）开展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廉政
文化为主题的川剧座唱巡演，以戏唱
廉，以戏说理，借古喻今，每年覆盖听
众上万人，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演
出中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教育，进一
步浓郁反腐倡廉氛围。

成都武侯构建红色教育体系 筑牢反腐倡廉思想意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岸）6
月21日，记者从武侯区获悉，武侯区
纪委监委结合“两学一做”常态化教
育，推出以“弘扬红色精神传承革命
传统”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倡导纪检
监察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正气清
风。活动开展以来，百余名纪检监察
干部通过多种方式，重温红色经典，
感受峥嵘岁月，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革
命精神的教育和洗礼，筑牢反腐倡廉
的思想防线。

重体验、增党性。组织干部到
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访谈
教学、体验式教学等方式，身着红军
服重走长征路、瞻仰英名堂，增强干
部党性修养，提高廉洁自律意识。

重宣传、强引导。通过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结合，全面宣传革命先

烈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精神，同时开
展党性知识竞赛等线上线下活动，
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感悟、传承革命
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保活
动收到实实在在成效。

重挖掘、促效果。将武侯祠、李家
钰革命烈士等纳入党风廉政教育资源，
倡导纪检监察干部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立起“四讲四有”标尺，以实际行动书写
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的无悔人生。

近年来，武侯区纪委监委不断
创新机制和教育平台，在教育内容、
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将
红色教育细化到干部队伍的日常教
育中，形成特色鲜明、灵活创新的红
色教育体系，引导干部在工作中发
扬革命精神，增强爱国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