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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投入
15年公益资金近2亿元

六安市金安区翁墩乡的柏同学是去年

圆梦大学受助学生之一，“感谢福彩助学，让

我走进梦想中的大学校门，4000 块钱对我

们这种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去年夏天，

柏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北工业大学航天

学院录取，接到通知书的他却怎么也高兴不

起来，由于父母都有残疾，他从小就和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高昂的学费让爷爷奶奶犯

了难，就在一家人为学费发愁时，市民政局

开展的福彩助学活动，让他终于可以缴清学

费，安心进入大学。

自 2003 年开始，我省便启动了福彩公

益助学活动。15 年的时间里，我省各级民

政及福彩机构累计已投入福彩公益资金近

2 亿元，资助贫困学子 4 万余人。如今安徽

福彩公益助学已经成为我省乃至全国的公

益品牌活动，其中阜阳福彩助学活动受到民

政部的表彰。

赤诚之心
打造汇聚爱心的公益力量

一连串的数字即可看出安徽福彩的赤

诚之心。2016 年，省级福彩资助 270 人，资

助金额135 万元；市县级助学2580 人，发放

助学金789万余元。2017年，安徽福彩在历

年助学的基础上，再次扬帆起航，全省共计

资助大学新生 2692 人，动用福彩公益金或

公益资金总计920万元。

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陈波说，

安徽福彩助学活动已成为践行中国福利彩

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传播

“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福彩文化的

重要渠道。

授人以渔
助力贫困学子全面发展

记者从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了解

到，今年资助活动安排省级助学共资助400

人，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资助总额从去

年的180万元增至200万元，同步带动各市

组织开展市本级助学活动。

“寒门学子的各个成长阶段都需要你我

的共同助力，在这过程中，我们还需有意识

转变角色，从‘输血’到‘造血’。”安徽福彩

也号召社会各界为学生们提供实践机会，授

人以渔，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培养感恩心，

让他们体验社会生活，增长见识、增添阅历、

增加技能，心心相传，带动更多的人付出爱

心并回报社会。

安徽福彩助学15年续写人间大爱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那些

看上去微不足

道的2元彩票，

汇聚成浩瀚的

爱心海洋，为

贫困学生群体

传递着温暖与

关爱。“扶老、

助残、救孤、济

困”是中国福

利 彩 票 的 发

行宗旨，同时

也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美

德。

□ 本报记者

恒大阳光半岛作为恒大集团布局空港的标杆力作，充

分融合恒大集团22载筑城精粹与人居经验，站在比肩城市

的高度上，尊重土地固有价值和原有生态资源，承袭楚风

皖韵，规划约 8000 亩璀璨岛境，启幕新时代岛居生活，成

就一处令世界向往的湖岛旅居胜地。

火爆认筹 不负一城冠誉
若非亲临恒大阳光半岛，不会真正懂得，何为“引爆空

港”！自恒大阳光半岛认筹以来，便引发全城的青睐与追

捧！沙盘前、户模前、洽谈区，来自各地的购房客户聚焦于

此，提前体验岛居生活。如此火爆场景及超高人气，无不

彰显人们对恒大阳光半岛品质的信任和认可，以及对理想

岛居的追求和向往。

现恒大阳光半岛推出有约 60-170㎡瞰湖高层，开间

朝南，明亮采光，奢阔居室，可俯瞰欣赏约 8000 亩最美岛

境；约 110-160㎡依水洋房视野开阔，打造临湖而居的惬

意生活；约 180-230㎡湖畔别墅，专为城市精英人群打造

传世家宅。精装仅需 7668 元/㎡起，分期付款，首期仅需

5%，现全城火热抢筹，认筹倒计时！

端午狂欢“粽”情半岛时光
继首届海洋狂欢节、花岛狂欢节、皇家国际大马戏等

精彩活动后，6月16日-18日正值端午小长假，恒大阳光半

岛又将迎来“粽情湖岛狂欢节”，夏日欢乐盛宴继续开启！

冒险大冲关、趣游童乐园、亲子嘉年华、欢乐水世界、梦幻

小火车、迷你高尔夫、水上游艇狂欢、童趣职业之旅、燃情

世界杯、夏日美食宴、奇幻海盗船等，多重缤纷趣味的游乐

设施和休闲活动，于大美湖岸旁，满足全家人的休闲度假

需求。于此，不远游，尽享假期欢乐时光！

此外，恒大阳光半岛配备 1 公里阳光沙滩、游艇码头，

可欣赏碧海蓝天，吹清凉湖风，驰骋游艇于湖面之上，于天

空与湖景辉映之中体验不一样的快感！还有儿童游乐王

国、运动中心、湖景酒店、繁华滨水商业、恒大影城、欧式皇

家园林等缤纷生活配套，打造理想岛居生活范本！

得天独厚 引领安徽文旅新发展
恒大阳光半岛位于安徽空港新区，地处楚文化故乡，

毗邻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享有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和锦绣

多姿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航空人流、物流等资源，同时

坐享合肥“1331”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巨大红利，借助文旅产

业集群和齐全的生活配套，成为集文化、休闲、商务、购物、

娱乐、旅游为一体的临空新都会、岛居生活大城，不仅填补

安徽大型文化旅游市场空缺，擎动安徽文旅产业新发展，

更成为合肥空港新区投资新风口！

万千瞩目，聚焦空港！恒大阳光半岛精装 7668 元/㎡
起，分期付款，首期 5%，建面约 60-170㎡瞰湖高层、建面

约 110-160㎡依水洋房、建面约 180-230㎡湖畔别墅，认

筹倒计时！现恒大阳光半岛专线班车已正式通车，六大专

线通达合肥、寿县，约8000亩岛居胜地，恭候登岛入境！

恒大阳光半岛粽情湖岛狂欢节重磅来袭 盛大认筹撼动全城

星报讯（叶佳超 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我省统计

部门获悉，2010 年以来，我省常住人口逐年递增，

2017 年常住人口 6254.8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298.1

万人。其中 2011 年～2017 年分别增加 11.3、20.0、

41.8、53.1、60.7、51.9和59.3万人，常住人口总量在全

国位次一直保持在第8位。

由于近年来我省经济较快发展,外出人口持续回

流，以及人口基数较大，两孩政策效应逐步显现，2013

年以后人口增加较快，人口增量在全国的位次不断前

移。2011 年至 2017 年，我省人口增量在全国的位次

分别为第18、第16、第7、第4、第4、第5和第3，我省人

口集聚能力不断增强。

2017年我省常住人口
增量全国第三

昨日，省卫生计生委公布今年 5 月全省法定报

告传染病疫情，2018 年 5 月（2018 年 5 月 1 日 0 时至

5 月 31 日 24 时），全 省 共 报 告 法 定 传 染 病 24 种

51991 例，死亡 33 例，其中 22 人死于艾滋病，11 人

死于肺结核。

省卫生计生委提醒，近期，我省手足口病发病人

数较多，有 5 岁以下儿童的家庭要喝开水、吃熟食、勤

洗手、勤通风、晾被褥；一旦儿童出现发热伴皮疹等症

状，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同时，肠道传染病已进入

多发季节，广大市民应把好“病从口入”关，注重个人

卫生和饮食卫生，做到不喝生水、生吃瓜果要洗净、饭

前便后要洗手等。 □ 陈旭 记者 马冰璐

肠道传染病进入多发季 市民需防“病从口入”

巢湖开通空中救援通道
以后拨打 120，10 分钟后，来的可能不是救护车，而

是直升机，你可以打着“飞的”去医院。这些不再只是电

影中的桥段，在巢湖即将成为现实！6月12日上午，巢湖

市直升机救援服务仪式在该市体育馆启动，意味着巢湖

空中救援通道正式开通。 □ 张发平

一张电费单揪出肇事逃逸男子
6 月 7 日凌晨，在含山县含城昭关路与朝阳路交叉

口，发生一起两电动车碰撞事故。事故发生后，其中一名

男子推车逃离现场。民警通过多日追查，利用治安监控

查清了逃逸男子的行踪，在扣留肇事者遗留电动车的同

时，凭借电动车内的一张电费单，成功锁定逃逸男子的身

份信息，及时将肇事者王某查获归案。6月12日，王某不

仅赔偿了何某的事故损失，还因肇事逃逸而受到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 □ 芮训凤

□地市传真

又有718起酒后驾车被查处
全省周末夜查行动进行中

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在上周末开展的全

省酒驾醉驾毒驾周末夜查第三次统一行动中，全省共查

处酒后驾驶 718 起，其中查处醉酒驾驶 98 起，另查获毒

驾 2 起。据悉，此次全省周末夜查行动自 5 月 25 日开始

至 7 月 15 日结束，目前行动共查处酒驾 2792 起，同比增

长29%。其中醉驾465起，同比增长13%；全省共发生涉

酒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5%、162.5%。

此外，端午节假期即将来临。交警提示，节日走亲访

友、聚会频繁，在与亲朋好友欢聚时，千万谨记酒后莫开

车，开车莫饮酒。 □ 皖交宣 记者 徐越蔷

发挥科技优势
连续查处三起交通违法行为

使用假牌，驾驶证超分，车辆逾期未年审。6月11日

上午，黄山高速交警三大队民警发挥缉查布控系统自动

报警的科技优势，连续查处三起交通违法行为。随后，其

中两名驾驶人，被依法暂扣车辆和暂扣驾驶证，另一驾驶

人被现场处罚。 □ 赵立军 记者 陈明

恒大阳光半岛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