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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美丽中国的海南篇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海南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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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头奖迎接首期派奖！4月 11日晚，体
彩大乐透第 18041 期开奖，全国中出 3 注头
奖，其中一注花落河南洛阳。在6亿元大派奖
活动背景下，基本头奖单注奖金高达 1277万
多元。自第 18041 期(4 月 9日 20:10 开始销
售，4月11日开奖)起，大乐透开启“6亿元大派
奖”活动。还等什么？该你上场啦！

今年，大乐透派奖“放大招”，一张彩票有
两种玩法，给购彩者送去全新体验，还新添了

“乐善奖”派奖，可谓是机会多多，欢乐多多，奖
金多多。

击中2400万 追加是关键
“2元可中1500万，3元可中2400万”，玩

过大乐透的购彩者都知道，“追加”投注是提高
该玩法奖金成色的法宝，在派奖期间多投注一
元，就有机会冲击2400万封顶头奖。

按照派奖规则：自第 18041 期（4 月 9 日
20:10开始销售，4月11日开奖）起，每期安排
1000万元用于一等奖派奖，共持续20期，派奖
总额2亿元。派奖期间，中得当期超级大乐透
一等奖者，则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奖奖金由
当期所有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本投注
和追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定比例分配。基
本投注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500万元，追加
投注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 300万元。也就
是说 2元投注，单注奖金最高可中 1500万，3
元投注，单注奖金最高可中2400万。

2016年“5亿大派奖”期间，共中出 50注
一等奖，其中有 5注 2400万元为中国彩市封
顶大奖。

2017年“5亿大派奖”期间，山东临沂购彩
者在第17047期开奖中，采用10倍追加投注，
单人擒奖9899万元，创造了2017年派奖期间
的单人中奖纪录。

此外，本次活动的固定奖派奖和乐善奖派
奖，都是针对追加投注的购彩者，如果你想在本
次派奖中，收获更多欢乐一定要进行追加投注。

规则很简单 新手老手都能玩
大乐透基本投注是指从前区35个号码中

任选5个号码，并从后区12个号码中任选2个

号码组合进行投注，即“35选 5+12选 2”。每
注基本投注金额2元，加1元可进行追加投注。

选号的方式有两种，自选和机选，两样都
来几注也行。

如果你已经熟悉了玩法，那么可以研究一
下小复式、胆拖这两个技能。翻开体彩大乐透
派奖史的精彩记录，小复式和胆拖这两项技能
为了大奖得主立下不少奇功。

2017年 4月 29日，大乐透第 17048期开
奖，湖北襄阳购彩者钟先生凭借一张前区 6+
后区 1胆 11拖的复式胆拖追加票，投入 198
元，共中出一等奖1注、二等奖10注、三等奖5
注、四等奖50注，单票累计擒奖1757万元。

3元比2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按照派奖规则：在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

注后，若中得四等奖、五等奖或六等奖，则同时
中得派奖奖金，单注派奖奖金依次为：100元、
5元、5元。因此，派奖期间，追加投注中得四/
五/六等奖的单注奖金分别为400元、20元、10
元，如此一来，3元追加投注比2元基本投注时
获得的奖金翻倍。

由于固定奖派奖不限制每期的派奖金额，
实际中奖多少就派多少奖金，派完即止。据数
据统计，在2017年“5亿派奖”期间，全国共有
5842余万人次成为固定奖派奖的受益者，比
2016年多了287万人次。以往年的经验来看，
固定奖会比一等奖派奖提前结束，所以想要让
固定奖奖金翻倍的购彩者，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新增“乐善奖”中奖机会翻倍
如果你进行了追加投注，那么恭喜你，你

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派奖乐趣，收获到更多的实
惠，因为在今年的“6亿大派奖”活动中，新增的

“乐善奖”派奖只针对采用追加投注的购彩者。
根据派奖规则，自第 18055期（5月 12日

20:10开始销售，5月 14日开奖）起，安排1亿
元用于进行追加投注的“乐善奖”派奖。派奖
期间，每张追加投注的彩票票面宣传栏首行将
随机打印1注“5+2”超级大乐透号码，即“乐善
码”，作为该张彩票“乐善奖”的开奖号码。根
据票面投注的号码与“乐善码”相符情况确定

“乐善奖”的中奖资格。“乐善奖”奖级设置和相
应的中奖条件与超级大乐透游戏规则相同，奖
金单独设置，一至六等奖奖金分别为5000元、
1000元、500元、50元、5元、3元。

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四点：
1.“乐善奖”派奖只针对进行追加投注的购

彩者。2.多期票不参与“乐善奖”派奖。3.“乐

善奖”须于当期大乐透开奖后方可兑奖。4.“乐

善奖”的中奖条件与大乐透游戏规则相同。

（张慧慈）

本报讯（记者 李悦）“亚泰 5
轮不胜境况不佳，而我们目前的压
力也很大，相信4月15日的客场之
旅将会无比艰难！”4月10日晚，当
建业主帅塔拉吉奇接受本地媒体
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即将于本周末
开始的中超第6轮联赛。在他看
来，无论对于建业还是亚泰，这场
比赛都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丝毫
不亚于最后关头的保级“生死战”。

作为后来者的塔拉吉奇可能
不知道，近两个赛季，建业在长春

亚泰身上可谓吃足了苦头，尤其
在长春客场，5平 5负的他们还没
有拿到过一场胜利。急于摆脱困
境的亚泰，也早早地将主场和建
业的这场比赛，当作取得赛季首
胜的最佳机会。毕竟在这方面，
亚泰还是有一定底气的，要知道
在上个赛季，同样 5轮不胜的他
们，就是在建业身上拿到了 2017
年的第一个联赛3分。

从球队实力上说，建业总是
给亚泰“发福利”也确实有点莫名

其妙，细究起来也只能用“打法相
克”来解释这一怪现象了。以防
守反击立足中超的建业，面对技
术好的中超强队时并不犯怯，可
一旦对阵同样简单粗糙、拼劲更
足的球队时，他们的软肋一下就
暴露出来。好在，对于这一弱点，
塔拉吉奇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很
明白亚泰这种北方球队在拼抢上
会更凶猛一些。塔拉吉奇就表
示，他已经通过观看长春亚泰的
比赛录像，对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有了特定的布置，并和队员们进
行了专门的沟通。

“现在联赛已经过了 5轮，整
个中超的积分榜都开始呈现分化
的趋势。对于建业来说，要想进
入积分榜的第一集团，就必须拿
分了。”塔拉吉奇认为，如果客场
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建业能够
客场取胜，那么球队就可以得到
一个喘息的机会。否则的话，塔
拉吉奇和建业都将会背上更加沉
重的包袱。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4月10日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发布会上获悉，2018 年 WTA125K 系列赛亚洲首站赛
事——“碧源杯”郑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将于4月14日在
中原网球中心开球，中国网球金花目前的领军人物彭帅、张
帅，以及世界名将兹沃娜列娃都将挥拍出场，为郑州球迷献上
高质量的网球盛宴。

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在中原网球中心举办的郑州国际女子
网球公开赛，由WTA（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授权，国家体育总
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是目前中原地区规
格最高的国际网球赛事。所谓“125K”，通常的理解就是赛事
的奖金级别：12.5万美元。

去年首届赛事的成功举办，让郑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赢
得了良好的口碑。“除了中心球场小了点儿，其他无论软硬件，
都得到了WTA方面的高度认可。”中原网球中心主任荣长安
说。也许正是因此，本届赛事吸引了罗马尼亚、美国、俄罗斯、
德国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WTA好手报名参赛，远超
上届。大赛阵容包括现世界排名第148位的2010年温网、美
网亚军，WTA单打排名曾高居世界第二位的俄罗斯选手兹沃
娜列娃，以及现世界排名第70位的罗马尼亚选手尼库莱斯库、
现世界排名第97位的段莹莹。此外，现世界排名分别为第31
位和37位的张帅、彭帅两位中国网球金花，也将持外卡参赛。

郑州是近年来中国网球版图中的新兴城市。河南省体育
局副局长马宇峰介绍：“举办该项赛事一方面可以推动郑州乃
至中原地区网球事业的发展，使广大网球爱好者能够不出国
门就可以欣赏到世界顶级比赛，切身感受网球运动的魅力。”

本届赛事将于4月14日至15日举行预选赛，4月16日至21
日为正选赛，决赛将于4月22日举行。荣长安介绍，今年中心将
开启线上售票，并将拿出70%的球票以亲民的价格发售。⑥9

“6亿大派奖”首期派3注，快上场吧塔拉吉奇：打亚泰会是恶战

明天，到中原网球中心看“双帅”

▲现世界排名第37位、上届郑州
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单打亚军彭帅

▲现世界排名第31位的中国网球
金花一姐张帅 本报资料图片

万物勃发的季节，海南迎来了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5年前，正是此时，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开启了海南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浩
荡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谋划，立足海南实际，作
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海南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规划了清晰路径，推动海南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
革，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范例，谱写
了美丽中国的海南篇章。

跨越发展的非凡历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因地制宜，
为新时代海南发展指明了方向

4月 8日至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在此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政商精英
聚首，共话“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
界”，也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共同见证我
国最大经济特区海南所发生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
旨演讲。这是他2010年以来第四次来到海南，
给900多万海南人民带来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的莫大鼓舞。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一举
将海南岛推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30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从未停止的
探索实践，让昔日的边陲海岛跃升为美丽繁荣
的国际旅游岛和活力迸发的经济特区。

2010年4月，习近平就曾来到海南，深入琼
岛多地考察调研。

2013年 4月 8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来到海南考察，深入渔港、特色农业产业园、
国际邮轮港等进行调研，作出了“加快建设经济
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
海南”的重要指示，为新形势下海南发展指明了
方向。

“海南发展起步要晚些，但后发优势多、发
展潜力大，具有许多独特的亮丽名片，如全国最
大的经济特区、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举办地、国际
旅游岛、洋浦开发区、热带农产品主产区等，这

每一张名片都蕴藏着深厚发展潜力、孕育着重
要发展生机，都可以做出一篇大文章、好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以对海南独特的区位优势、资
源条件和地理特征的深刻理解，经过深入调研思
考，为海南未来发展作出清晰战略指引——

“办好经济特区，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范例”；

“建设好国际旅游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做好‘三农’工作，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做好民生工作，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

活”；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谱写美丽中国的海南

篇章”；
“加强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为国际旅

游岛建设提供坚强组织和人才保证”。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海南如何进一

步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如何加快建设国际旅游
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经济特区建设、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等，提出了特别全面、特别系统、
特别有针对性的要求，是指导海南当前和今后
长远发展的根本指针。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海南广
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交
出了一份建设美好新海南的亮丽答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海南进一步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寄望把我
国最大经济特区办得更好

作为全国最大、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海南
始终承担着改革开放试验田的重要职责。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一招。当然，改革开放也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
招。”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考察海南时，要求海
南发扬经济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在
打造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拓展更加开放的发
展局面上走在全国前列。

海南的一项改革两次上了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的会议。
2015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同意将海南作为全国第
一个以省域为单位开展“多规合一”改革试点省
份。当年9月，《海南省总体规划纲要》发布，整
合六大空间规划的统筹，确保海南发展“一张蓝
图干到底”。

一年之后，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五次会议，称海南

“多规合一”改革“迈出了步子、探索了经验”，并
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给予海南充
分肯定和鼓舞。

“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
藩篱，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
税金融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等方面取
得更大进展，为海南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
总书记为海南一一列出改革任务清单。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以开放倒逼改革，开
展一系列高层次外交外事活动和区域经贸文化
交流活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
外开放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和高度重视博鳌亚
洲论坛发展。2010 年、2013 年、2015 年和今
年，先后四次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希望
博鳌亚洲论坛发挥自身优势，为亚洲繁荣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对论坛发展寄予
厚望。

“特别是要把国家赋予你们的开放政策用
足用好，努力使海南成为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
的重要窗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

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也因改革开放而
兴。迈进新时代，作为特区的海南，只争朝夕、
奋勇争先，琼州大地正处处涌动着日新月异的
滚滚春潮。

人民幸福的满意答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心系海南百姓，推动做
好民生工作，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南“三农”工作。

根据海南热带农业资源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提
出了“使热带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优势产业和海
南经济的一张王牌”的殷切期望。

五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精做优
热带特色农业”的要求，海南大力促进农业结构
优化，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
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民生冷暖，常挂心头。
走进保亭县什进村，青山隐隐，绿树掩映

下，一栋栋黎族风格的“船型屋”楼房引人注
目。

2010年，习近平来到村里时，什进村还是
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槟榔木床茅草房，三块
石头一口锅”，绝大多数村民住在低矮破旧的茅
草房里。

这里引发了习近平对精准扶贫的思考，他
当时就提出“扶贫开发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在整体推进的同时一定要突出重点，着力解决
最困难户的脱贫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省地域小、人口
少，实行省直管市县的体制，随着经济不断发
展，最有条件搞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海南大力推
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城市与乡村建设齐头并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加快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美丽中国的海南篇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海南加快国
际旅游岛建设，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永留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海南发展的总抓
手就是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这是中央作出
的重大决策，也是海南发展的最大机遇和最
强的比较优势。”习近平总书记为海南明路定
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紧紧抓住国际旅游
岛建设这个“总抓手”，加快形成以旅游业为龙
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业产业体系。

过去五年多来，海南旅游业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顺利开展，旅游业质
量效益不断提升。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旅游业，既
要抓硬件，更要抓软件”要求，海南不断加强旅
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先后出台8部旅游法规，
深入推进旅游综合执法；旅游投诉量连年下降，
游客满意度持续提升。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
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殷殷期待，要求海南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谱写美丽中国的海南篇章。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海
南省委和省政府牢牢坚持生态立省战略，将生
态环境列为海南“三大优势”之首，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亮点频
现。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在‘增绿’和‘护
蓝’上下功夫”的指示精神，开展绿化宝岛大行
动 ，五 年 造 林 近 200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2.1%；对全岛1823公里海岸线进行专项整治，
收回岸线土地8765亩。

如今的琼州大地，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空气更清新。

2017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博鳌镇作出
重要批示，指出博鳌“应保持和展现小镇的田园
风光特色”，为小镇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们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精神，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首先推进生态振兴，
严格按照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镇
化的‘三不一就’原则，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
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惠。”博鳌镇党委书记冯琼
说。

在生态保护中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海南目前已建成美丽乡村406个，2020年将建
成1000个以上。

如今，在美丽新海南的动人画卷上，一个
个生态美、百姓富的美丽乡村正成为一道道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亮丽风
景。

走过建省办经济特区的辉煌30年，经历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成就，今日之海
南，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逐梦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而立之年”的海南，乘着新
时代的浩荡东风，定将以更加饱满坚毅的姿
态，击楫争先、破浪前行，继续书写美丽中国的
海南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