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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
15日通报，在2018年“3·15”质检活动
监督抽查中，图书印制 质量合格率为
98.00%，单册质量合格率为98.79%；图
书环保质量符合率为100%；光盘复制
质量合格率为72.09%。

记者从 15日在京召开的 2019年
全国印刷复制管理暨“3·15”质检活动
座谈会上获悉，2018年，国家新闻出

版署组织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对图书印制、环保和光盘复制进行了
质量抽查。本次活动随机抽取了10个
省区市以及部分中央和军队系统在京
共100家图书出版单位，共抽取500种
11035册图书，涉及 238家印刷企业。
经检测，10 个品种印制批质量不合
格，涉及10家出版单位和10家印刷企
业，批质量合格率为 98.00%；55个品

种的 133 册图书印制单册质量不合
格，涉及45家出版单位和51家印刷企
业，单册质量合格率为98.79%。

国家新闻出版署已组织协调各地
管理执法部门对相关出版单位、印刷
企业及光盘复制企业进行了行政处
罚，并督促相关单位强化印制质量安
全风险监测，排查潜在风险隐患，改进
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

中宣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
心主任王冰表示，2019年质检活动重
点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主题
出版产品开展生产巡查和质量抽查，
并兼顾其他品种出版产品的质量抽
查；同时，重点对2019-2020学年秋季
中小学1-9年级国家统编教材印制发
行工作进行检查，兼顾其他品种中小
学教材教辅质量抽查。

据新华社电 云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15日通报，整治“保
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成效初
显，目前已查处非法行医案件
858件，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149
件，进一步维护了企业和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1月以来，
云南围绕旅游景区、农村集镇、城
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针对社区、
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宾
馆、酒店等重点场所，共计检查
10510个“保健”类店铺。

同时，检查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25341家、中医养生保
健机构102家，查处非法行医案
件 858件，取缔 757家，吊销《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7家，罚款
306.9万元；受理消费者相关投
诉举报181次，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50余万元。

针对涉案企业产品，云南
积极梳理各投诉热线平台举报
线索，对在全省登记注册的174
户“权健”关联企业和个体户开
展拉网式排查。排查情况为：未
经营“权健”产品的企业 37户，
停业 86 户，注销 32 户，吊销 5
户，整改调查14户。

此次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以
虚假宣传、制售假冒伪劣、违法
直销和以“保健”为名开展的各
种违法行为。目前，全省共立案
查处各类“保健”市场违法案件
149 件，结案 56 件，罚没收入
151.65万元。

接下来，云南将对 16个州
市进行实地调研督导，对工作
责任不落实、监管不作为的单
位和个人，将及时通报地方党
委政府。同时，对已查实的案件
将从严从重处理，对涉嫌犯罪
的将及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云南全面整治“保健”市场

查处850余件
非法行医案

据新华社电 新西兰警察总署 15
日晚宣布，数小时前发生在新西兰南岛
克赖斯特彻奇的枪击案已造成至少 49
人死亡，48人受伤。

警方高级官员迈克·布什在记者会
上说，枪手攻击了当地两座清真寺，哈
格利公园附近的清真寺的袭击造成 41
人丧生，位于林伍德的清真寺的袭击导
致 7人死亡，此外又有一名重伤员在医
院离世，致使死亡人数升至49人。

据当地媒体报道，多名枪手在克赖

斯特彻奇城内多处发动袭击。一名目击
者说，在枪击事件中至少听到50声枪响。

迈克·布什说，目前克赖斯特彻奇
警力约1000人，政府正在征调更多警务
和安全人员前往克赖斯特彻奇。据新西
兰警察总署发布的消息，至少有 4名犯
罪嫌疑人被捕，其中一名为女性。

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总领事汪志坚
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总领馆已经启动
应急机制，经与警方核实，根据目前掌握
的情况，没有中国公民在该事件中伤亡。

新西兰枪击案致49死48伤

据新华社电 据法国媒体 14 日报
道，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已经收到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的黑匣
子，即将对其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民航安全调查
分析局表示将于15日开始着手修复并下
载这两只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
驶舱语音记录器中的数据并展开分析。

本月10日，埃塞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8客机（属于 737 MAX系列）发生

坠机事故。这是继去年10月印度尼西亚
狮子航空公司空难事故之后，该型号飞
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

11日，失事飞机的两只黑匣子被找
到，其中一只部分损坏。据法国商业调
频电视台（BFMTV）报道，埃塞航空发言
人称他们缺乏技术手段对黑匣子进行
分析，但拒绝将黑匣子送往波音飞机原
产地美国。埃塞政府13日向法国民航安
全调查分析局提出分析请求。

埃航失事客机黑匣子运抵法国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会参议院14日
通过一项决议，叫停总统特朗普此前宣
布的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
态”。特朗普随后表示将否决该决议。

当天，参议院以 59票赞成、41票反
对的结果通过这项决议，12名共和党议
员与全体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

这项决议2月26日在美国国会众议
院以245票赞成、182票反对的结果获得
通过。参议院表决通过后，这项决议将
提交总统签署。

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他

“期待着”否决这项决议。
如特朗普行使否决权，参众两院均

需至少三分之二票数重新通过决议案，
才能驳回总统的否决。

2月 15日，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
美国南部边境出现“边境安全和人道
主义危机”，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他
运用“国家紧急状态”赋予总统的权
力，绕过国会正常拨款程序，从国防部
等渠道调拨资金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修建隔离墙。此举引发一系列政治风
波和法律挑战。

美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叫停“国家紧急状态”

特朗普表示将否决该决议

3月15日，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鉴别假冒伪
劣产品知识。当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各地纷纷举办消费者权益日主题活
动，向人们宣传消费维权和鉴别假冒伪劣产品知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高人们
的消费安全意识。 新华社 发

“关注民生”是政府工作报告不变的关键词。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秉承“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日益凸显，筹集的体彩公益金也广泛

用于社保、医疗、法律援助、教育、全民健身、残疾人事业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助力解

决民生难题，携手走向幸福生活。

聚焦脱贫攻坚 助乡村振兴

●报告指出：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加大“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落实
对特殊贫困人口的保障措施。要大力扶
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脱贫攻坚决胜期，国家一直在强化
对深度贫困地区支持，中央财政每年新
增扶贫投入及有关转移支付也继续向深
度贫困地区倾斜。近年来，体彩公益金，

以及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
央彩票公益金，在精准扶贫方面一直不
遗余力，公益金为百姓拓宽致富路。

在贫困山区，在革命老区，公益金扶
贫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例如在山东临沂
郯城归昌乡，以建设精品民心工程为目
标，聚焦贫困区域，朱村、陈庄、官庄、归
昌、樊村五个片区 11个村实施中央彩票
公益金扶贫项目。

为改善贫困革命老区生产条件，促

进贫困人口脱贫增收，2019年国务院扶
贫办将继续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贫困革命老区县实施扶贫项目。

2019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
打下决定性基础的关键之年。脱贫攻坚
战积累的经验告诉我们，扶贫的成败核
心是精准，要对症下药、精准滴灌。只靠

“输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修复“造血”能力才是正确的治疗途径。
近年来在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促进了农

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改变了农村面
貌，带动了农民增收，扩大了农村消费，
更重要的是把市场经济意识带到了穷乡
僻壤，调动了贫困地区群众实现乡村振
兴的积极性。中央彩票公益金作为重要
的引导资金，在脱贫攻坚战斗中深扎革
命老区偏远农村，修路建厂，助力医疗、
驰援教育，实现了扶贫、扶智、扶志、扶
德、扶勤综合施策，充分激发内生动力，
让贫困群众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50万岗位 解决就业难题

彩票公益金惠及千家万户
——体彩关注民生一直在行动

●报告指出：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
业。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
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

随着体育彩票销售规模的不断扩
大，目前全国约有13万销售终端，直接为

社会提供了约 50万个就业岗位。体育彩
票上市之初，尤其是电脑型彩票开售之
际，推出了面向下岗、无业人员的优惠政
策，帮助众多下岗待业人员再就业。同
时，体育彩票管理部门对下岗人员、残疾
人士都有不同的优惠政策，体彩，为他们

的生活开启了一扇门，带来新的希望。
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是从根本上解

决了他们的生活难题。多地体彩中心出台
了相关优惠帮扶措施，鼓励残疾人参与就
业，加入到体彩事业。山东章丘体彩第
02575号投注站站长石庆刚的励志创业故

事激励了一批残疾业主。
在体彩行业中，有许多业主是下岗

职工再就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
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第 60079号彩票店
业主优琴经历婚姻变故和下岗失业，在
体彩站点重新找到生活的重心……

●报告指出：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更
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

扎实做好 2020年奥运会、残奥会备
战工作，精心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办好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人民群
众身心健康，社会就充满活力，国家就繁
荣兴旺。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全民健
身已蔚然成风。说起群众体育事业蓬勃

发展，一定绕不开体彩公益金，也正因为
有体彩公益金的支持，每一天都可以是
快乐充实的“健身日”。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进，城市
“15 分钟健身圈”和乡村“农民体育工
程”的实施，“在家门口锻炼”这个朴素
的愿望已经照进我们的生活。也许对你
来讲，这些只是偶尔使用的不起眼的辅
助锻炼器材。但从“民生”角度来看，这
些遍布全国的健身路径为提升大众身体

健康水平，提升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发挥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群众体育工作
的荣耀，这份荣耀离不开体育彩票公益
金的支持。

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体彩公益金使用
公告显示，近年来，总局本级公益金使用
呈现出“大头朝下”向群众体育倾斜的特
点。以总局 2017年度本级体彩公益金使
用为例。2017年度，按照财政部批复的预
算，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使用彩票公益金

265240万元，其中公益金的 76.88%用于
开展群众体育工作。

通过持续不断的体育彩票公益金投
入，全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
进展。以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路径
为标志，已建成了体育健身工程、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体育公园、健身广场、户外
营地、健身步道等多种设施类型，为群众
提供了免费、方便、实用的健身活动器材
和场所。 中国体彩网

体彩公益金 服务大众健康

该活动在排列3奖期第19070期
（2019年 3月 18日）——第 19131期
（2019年 5月 18日）期间开展。本次
活动安排派奖资金为 800 万元，从

“排列 3”游戏调节基金支出，如派奖
期间800万元提前派完，则活动在当
期开奖后提前结束。派奖活动期间，
排列 3直选玩法奖金由原来的 1040
元增加至1300元，组选3奖金由原来
的 346元增加至 420元，组选 6奖金
由原来的 173元增加至 210元，奖励
标准如下：

排列3是体彩经典游戏，是指从
000-999的数字中选取1个3位数作
为一注投注号码进行的投注。每注
金额人民币2元。按照不同的投注方
式，它有直选投注、组选三、组选六
等投注方式，奖金分别为 1040 元、
346元、173元。在此次派奖活动中，
直选投注、组选三、组选六的奖金都
会有可观的上涨！

邀请广大购彩者积极参与到
本次排列 3 的派奖活动中来，在春
暖花开的季节给自己增添一份福

气，在欣欣向荣的日子里为社会公益
事业献上一份力量。公益体彩，乐善
人生！

通讯员 刘畅

体彩“排列3”游戏800万元
惊喜大派奖即将开始！

奖级

排三直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条件

投注号与中奖号相同且顺
序一致

中奖号任意两位相同
投注号与中奖号相同且顺
序不限

中奖号三位各不相同
投注号与中奖号相同且顺
序不限

活动前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活动期间奖金

1300元

420元

210元

为回馈广东购彩者多年以来对中国体育彩票的支

持，也为了感谢广东购彩者长期以来对体彩“排列 3”游戏

的喜爱，2019年 3月 18日开始，我省将开展体彩“排列 3”
游戏800万元派奖活动。

制表/翟莉莉

排列3奖金表 （包含派奖后奖金变化）

体彩 ●责编：方嘉雯 视觉设计：翟莉莉

“3·15”质检抽查

图书印制批质量合格率为98%

各地举办消费者权益日主题活动

经与警方核实，没有中国公民在该事件中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