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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彩票中心关于“黑珍珠”等
53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停止销售的公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停止销售“黑珍珠”等53 款即开型体育彩票的通知》(财办

综〔2017〕8号)内容，我中心决定：自2017年4月30日24时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
销售以下 53 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停止销售的 53 款即开型体育彩票的兑奖截止
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24时。

特此公告。
体育总局彩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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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游戏名称
（游戏面值/元）

拜年啦（5）

金字塔（10）

心手相连（3）

钓大鱼（5）

大熊猫（10）

惊喜8（3）

超值现金（20）

冰火连赢（10）

金银岛(5）

金鹅（3）

大满贯（20）

疯狂8（5）

7-11-21（5）

黑珍珠（10）

金算盘（5）

幸运小精灵（10）

金银生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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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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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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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多彩贵州（5）

铁人夺金（5）

20倍幸运（20）

十倍幸运II（10）

龟兔赛跑（5）

股神 （10）

即现彩虹（2）

3倍幸运草（5）

超级赢家（20）

好运8（10）

十全十美（2）

6倍幸运（5）

快乐雪人（5）

好运翻六番（10）

幸运金鱼（5）

满载而归（10）

团龙献瑞（10）

金荷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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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祝福（10）

NBA篮球(10)

NBA篮球(5)

分花红（2）

喜上梅梢（5）

幸运号码（3）

闪耀宝石9（20）

好运马上来（10）

越野赛（5）

步步为赢（2）

大家乐（2）

魅力海阳
喜迎亚沙会（10）

碧水生金（10）

环青海湖大赛（10）

秀甲天下（10）

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10）

南阳淘宝（10）

争金夺银-第7届
全国农民运动会（5）

星报讯(王勇记者张亚琴) 由安徽
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的安徽省第二届
3D打印应用教学研讨会日前在合肥召
开,有50余人参会。就3D打印造型师职
业技能培训与鉴定标准引领应用教学分
析及评估流程、金砖国家3D打印大赛助
推应用教学国际对接、全球智能制造和
虚拟仿真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报告内
容，结合教学工作的实际，与会代表展开

了热烈的研讨。会议还对安徽省第二届
3D打印设计大赛做了详细地介绍。

通过研讨会，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搭建了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之间
的合作平台，加强了与各高校的联系，也
为各高校提供了一次很好的相互学习与
交流的机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每年
一次的研讨会 ，对安徽3D打印的教学、
应用、推广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省第二届3D打印
应用教学研讨会合肥召开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王俊凯一
直是非常努力的人。不管是在音
乐上、演戏上，总能得到很高的评
价。作为个人的综艺首秀，参加浙
江卫视热播的《高能少年团》也收
获良多。19日晚，王俊凯接受了市
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
jing.com）记者的微信采访，畅谈
幕后故事，王俊凯直言很感谢热情
的四位哥哥，而对今年即将迈入大
学校门的王俊凯来说，更希望“把
精力放在学习上，好好体验一下大
学生活”。 ▋记者 吴笑文

队长王俊凯享受被宠的感觉
虽然年纪小小，但王俊凯其实

相当懂得照顾人。贴心的举动让他
获得了很多好评，而对于他自己来
说，自己只是很普通的男孩，更谦虚
表示，“其实哥哥们对我的帮助很
多，也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他
们都很有敬业精神。”

不只是节目中，“我在艺考之
前，几位哥哥也会特别给我一些指
导”。贴心的互动让王俊凯很享受
和哥哥们相处的过程，也让一直担
任 TFBOYS 队长的王俊凯笑言很
想多体验当老幺的感觉，“想被哥
哥们照顾，想体验被宠着的感觉。”

压力负能量自己调节
作为新一代的偶像，王俊凯一

直以健康阳光的形象备受关注。虽
然很多人觉得他挺勇敢，但王俊凯
却开起了自己的玩笑：“其实我也有
很多害怕的游戏，比如说跟虫子有

关的游戏，我真的很怕虫，而且我其
实也很怕高，但我会努力克服它。”
为什么能这么坚持？王俊凯说：“我
从小就非常独立，遇到困难都会自
己去解决。他也希望以后能带给大
家更多的正能量。当然，难免会有
压力，王俊凯秉持的态度是尽量不
带给别人影响，“自己的一些负能量
都会自己调节好。”

今年，王俊凯即将升入大学，
谈及对未来的规划，王俊凯很有主
意。说起今年的计划，王俊凯表
示，希望把接下来更多的精力放在
学习上。“因为要上大学了，还是希
望能把精力多放在学习上，也想好
好体验一下大学生活。”

体育生态公园建到身边，打造体育
特色小镇，群众健身将会更加方便。4
月20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记者从2017年全省体
育产业工作会议上获悉，安徽省正在积
极推进各地规划建设一批体育特色小
镇、体育生态公园、体育旅游综合体等
重大体育产业项目。 ▋记者 江锐

积极推动社会资本进入
足球小镇、冲浪小镇、冰雪小镇

……近一年来，各种体育主题的小镇项
目陆续出现，“体育小镇”概念由此被引
爆。据悉，除了体育特色小镇外，我省
还将对体育生态公园、汽车露营营地、
品牌赛事、体育产业基地（项目）等重大
项目建设工作进行动员和布置，对我省
部分重点体育项目和产品进行推介。
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等方式，推动
社会资本进入这些重大体育产业项目。

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处处长杨晨
曦介绍，2017 年，计划推动太平湖（水

上 运 动）、九 华 山（瑜 伽）、潜 山（极

限）、砀山（马术）、肥东（文一 篮球）等
体育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推动环巢湖、
池州平天湖、宣城宣州区、安庆市区及

望江、阜南、黄山等体育生态公园建
设；推动泾县、潜山天柱山、六安南山、
池州九华山等地汽车露营营地建设。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运动休闲养老、体
育用品生产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体育生态公园将全覆盖
“我们制订了一个‘健康安徽体育

惠民工程 121 行动计划’，全省 105 个
县区加上 16 个市齐步走，为老百姓提
供全民健身服务。我们设想到 2020
年 ，全省要建成 121 个体育生态公园，
设置多样的体育设施，其中每一座公园
里都要建一片大型的足球场地或几片
笼式足球场地。”省体育局副局长甄国
栋介绍，同样到2020年，全省将打造体
育特色小镇 20 个，这些小镇既要有文
化背景，更要有体育特色。

此外，我省还要大力打造品牌赛
事。一是省政府确定的黄山国际登山
赛、合肥马拉松和华佗五禽戏健身气功赛
比赛。二是省体育局协调组织的“ 健康安
徽”环江淮万人骑行大赛。三是支持社
会组织和市县打造具有我省特色的自行
车、健身气功、户外登山、马拉松、龙舟、
定向、汽车越野等品牌赛事活动。

3年后，
我省体育生态公园将全覆盖

中国建设银行系统升级
停业公告

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行将在2017年4月21日至22日进行系统升级，升级期间
将暂停办理部分业务。

4月21日（周五）21:30至4月22日（周六）20:00，上海、江苏（不含苏州地区）、
宁波、深圳、浙江、福建、厦门、广东、贵州、海南、安徽、湖南、云南、广西分行暂停所有渠
道的个人客户账务性交易，网点暂停营业。

4月22日（周六）凌晨2:00至6:00，我行对公对私主要业务均停止服务，我行自
助设备、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渠道相关交易暂停。

除此之外，其他业务停业安排如下：
一、转账汇款业务
1.4月21日23:45至4月22日8:15，暂停行内汇款、跨行汇款、速汇通业务。
2. 4月22日1:45至6:15，暂停个人外汇汇款、个人国际速汇业务。
3.上海、江苏（不含苏州地区）、宁波、深圳、浙江、福建、厦门、广东、贵州、海南、安

徽、湖南、云南、广西分行账户的转账交易（包括信用卡转账还款交易），原定在4月21
日21:00至4月22日20:00期间到账的，延迟到4月22日20:15后到账；我行其他分行
账户的转账交易（包括信用卡转账还款交易），原定在4月22日2:00 至6:00 期间到账
的，延迟到4月22日6:15后到账。

二、信用卡业务
1．4 月 21 日 21:30 至 4 月 22 日 20:00，暂停上海、江苏（不含苏州地区）、宁波、深

圳、浙江、福建、厦门、广东、贵州、海南、安徽、湖南、云南、广西分行信用卡的各服务渠
道还款、现金转出、现金分期、借记卡购汇等服务。4月21日21:30至4月22日6:00，暂
停以上分行信用卡的ATM取现服务。

2．4 月 22 日 2:00 至 6:00，暂停我行信用卡各服务渠道还款、现金转出、ATM 取
现、现金分期、借记卡购汇等服务。

三、个人客户投资理财业务
4月21日21:00起，账户贵金属及双向交易、账户商品、账户外汇、个人外汇买卖提

前暂停业务。
四、个人贷款业务
1. 4 月 21 日 21:30 至 4 月 22 日 20:00，上海、江苏（不含苏州地区）、宁波、深圳、浙

江、福建、厦门、广东、贵州、海南、安徽、湖南、云南、广西分行暂停个人贷款（包含快贷）
业务的申请、支用及还款等功能。

2. 4月22日2:00至6:00，全行暂停个人贷款（包含快贷）业务的申请、支用及还款
等功能。

五、安徽分行特色业务
4月21日21：30至4月22日20：00，凡与我行合作的有关代理业务停止办理。代

收水电气费、通讯缴费、银医卡、银校卡、招投标、体彩缴款、财政非税、交警罚款、社保、
国库支付、高速ETC充值、船闸ETC充值和扣费、预售房资金缴交、公积金业务、批量
代发代扣等。

请您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前做好相应安排，我行对由此给您带来的诸多不便深表
歉意，并将努力缩短暂停服务的时间。同时，对您长期以来给予我行的大力支持和积
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
2017年4月21日

从小很独立 遇到困难都自己解决

王俊凯王俊凯：：期待好好体验大学生活期待好好体验大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