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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满书画的墙壁、干净整洁的房间，
显得格外温馨。一走进琼海市嘉积敬老
院，便听见一阵欢快的笑声从院内传
出。一楼大厅里，数十位老人正围坐在
一起制作鸡屎藤点心，旁边围观的老人
也同样热情高涨。2013年，省民政部门
投入福彩公益金1620万元建成嘉积敬
老院，孤寡老人衣食无忧地生活在这里。

随着我省福彩事业的稳步发展和社
会影响日益扩大，福利彩票不仅有效地丰
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也
极大促进了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其他公
共事业的发展，成为社会公众投身公益、
参与慈善的最为广泛、便捷的平台。

“十二五”期间，我省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快和越来越多的“候鸟老人”来琼
给我省的养老带来巨大压力。我省民

政部门大力推进全省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项目建设，福彩公益金一半以上用于
老年人福利项目。

根据统计，2010年-2015年，我省共
规划建设省级、市县级中心养老院17家，
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床位近3000张，
补助省级福彩公益金近1.1亿元。其中海
南省托老院、陵水县养老服务中心、屯昌
县养老服务中心、澄迈县托老院已建成并
投入使用；儋州、万宁、文昌等市县中心养
老院项目已竣工；定安、琼中等10个市县
中心养老服务项目已动工建设。

省民政部门还不断探索城乡社区
养老新模式。投入福彩公益金3940.21
万元用于全省建设40个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为社区老年人，尤其是生
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日托老人提供餐饮、

保健、娱乐、接送等日间服务。7家已
投入使用，澄迈县金江镇黄竹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远近闻名，每天都有百
名老人来这里打牌，免费喝茶、吃点心；
1068.56万元用于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即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上门为
老年人开展照料服务，全省18个市县
421个社区已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享受
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数1.2万人；2536
万元用于建设768个农村幸福院，为农
村老年人提供娱乐、免费用餐等互助式
服务。全部项目建完，将有50多万人
受益，也进一步完善了我省养老模式。

目前，海南省每千位老年人拥有养老
床位数达到26.7张。在福彩公益金的资助
下，我省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 （阿超）

我省福彩公益金一半以上用于老年人福利项目

让老人“夕阳”更红更美
2010 年-2015

年，适逢“十一五”末
和“十二五”时期，海
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新游戏、新票
种、新渠道等市场配
置不断优化，确保福
彩销量稳步增长，海
南六年累计发行福
利彩票超过 84 亿
元，筹集公益金超过
20亿元，为海南省社
会福利和社会公益
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海南福彩销售硕果
累累。尤其2010年-
2015年，共销售福利彩
票 84.87亿元。电脑福
利彩票、网点即开票等
其他票种公益金不低于
彩票资金20%，海南共
筹集福彩公益金 20.37
亿元，其中50%上缴中
央财政，50%地方留
用，即本省福彩公益金
10.19亿元全部用于“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
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

2000年，“海南风采”电脑福利彩票上市销售

2001年，数字传统型6+1电脑彩票发行

2002年，小乐透5/15玩法的电脑福利彩票发行

2003年，启动“双色球”，是海南福彩经过多年低迷后取
得较大突破的一年，随后的三年里，“3D”、“七乐彩”、“中福在
线”相继上市

海南独有福彩票种——“快2”游戏，深受海南民众喜爱，
并很快撑起海南福彩大半边天

2014年，新游戏“快乐三宝”登陆海南

中国第一张福利彩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于
1987年上市，它标志着中国的福利彩票事业正式启航。次
年，海南第一张“和平鸽”即开型福利彩票首发上市。从此，海
南福利彩票事业伴随着全国福彩发展的脚步，不断发展壮大。

本报海口 8 月 30 日讯 （记者王黎刚）
2016年“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海
南赛区）暨海南全民健身运动会五人制足球
赛，今天在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开始进行娃
娃组的比赛。

本次比赛分为社会五人组、青少年五人组、
娃娃五人组、个人足球秀和家庭足球秀。今天
娃娃组开赛，娃娃组共19支球队参加，比赛分
为4个组。小组采用单循环，每个组的前两名
出线。8强赛采用淘汰赛，最终决出冠军。冠
军将代表海南参加华南区的比赛。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文体厅主办，海南省高级
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承办，海南省足球协会协办。

“我爱足球”民间争霸赛

海南赛区娃娃组开踢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6-2017全国城
市围棋联赛海口银湾队主场比赛在海南邮电培
训中心结束前5轮的争夺，首次参赛的海口银
湾队2胜3负，进季后赛的前景堪忧。

2016-2017城市围棋联赛共有24支队伍
参赛，分四个区，每区成绩最好的4队进入季后
赛。海口银湾队是首次参加城市围棋联赛，特
聘职业六段王垚为主教练，陈星6段为领队，队
员有曾夺得业余围棋世锦赛冠军的付利（职业
四段）、职业二段马媛媛（女）、职业初段陈必森、
战鹰（女）。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围棋协会、海南银湾城
围联体育俱乐部主办，海南星合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承办。

全国城市围棋联赛战罢5轮

海口队2胜3负

据新华社首尔 8 月 30 日电
（记者郑道锦 王家辉）中国男足国
家队30日下午在首尔世界杯体育
场的外场进行了与韩国队的世界
杯预选赛之前的倒数第二次训
练。中场球员孙可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这场比赛中国队会把重
心放在自己身上，而比赛的结果或
许会有偶然性。

孙可表示，中国队的全体队员目
前都非常期待对韩国队的这场比赛，
希望能用顽强拼搏和团队精神来得
到国人的认可。

“这场比赛肯定会充满困难。”

孙可说，“不过每场比赛都很重要，
我们会去拼搏和享受足球，希望成
为一支积极乐观、有态度的球队。”

当记者问起韩国队有没有什么
弱点时，孙可表示，国足会主要把重
心放在自己身上，至于技战术上的
很多东西会在比赛后再去总结。有
记者问国足对韩国队的实力有没有
深刻了解，孙可说，他们最近也在了
解对手的情况，“不过，足球总是充
满偶然性”。

国足30日的训练只开放了前15
分钟，其后的战术内容则关门进行。
他们的训练吸引了几十名韩国记者

到场采访，同时也有十几名中国球迷
来到场边为国足鼓劲。

国足与韩国队的比赛将于当地
时间9月1日晚8点在首尔世界杯体
育场进行。五天后国足将在主场沈
阳对阵第二个强敌伊朗队。与中国
队同分在亚洲区12强赛A组的对手
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和叙利亚
队。根据出线规则，拿到小组前两名
的队可以直接晋级2018年俄罗斯世
界杯，拿到小组第三名的两支球队将
进行主客场两回合的附加赛，其胜者
还要与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第四
名争夺一张进军世界杯的门票。

孙可：与韩国一战国足重在自身

■ 阿成

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战，首日出战
的三朵中国金花全部过关，其中郑赛
赛斩落新科奥运会冠军普依格更是令
人振奋的战果。第二个比赛日出场的
另外三朵金花实力更强，而对手的名
气和实力都不足惧，因此六朵金花全
部晋级第二轮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张帅年初在澳网爆发后，中国金
花反倒陷入了沉寂，此后的法网和温
网战绩都不佳，有的一轮游，两轮战
罢就没有了金花的身影。此次美网
中国金花开局不错花开正美，虽然以
目前这些金花的实力，不太可能爆发
多大的惊喜，但多看一轮是一轮，多
人闯入第二轮意味着我们能更多地
欣赏到金花继续开放。而不管往后
战果如何，对于此次进入美网正赛的

六朵金花来说，有的已经、有的有望
突破自己在大满贯的历史最佳战绩。

通过资格赛打入正赛的王雅繁签
运不错，首轮抽到无名之辈比利时选手
范乌伊特凡克。淘汰对手后，第二次出
战大满贯正赛的王雅繁就取得突破，首
次晋级大满贯第二轮。以王雅繁的实
力，打入第二轮算幸运了，但她的运气
看来还没用完，下一轮对手是乌克兰的
特苏伦科，同样是没多大名气的球手，
就看王雅繁能否把握住机会了。

身高马大的段莹莹倒是有些硬
实力，“段文波特”的外号不只是形容
她的身形，还有她浑重的击球力道。
从江西公开赛到纽约，段莹莹使出

“洪荒之力”拿下一波9连胜，两周后
公布的排名榜中，她将刷新个人历史
最高排名，首次跻身前 100 的行列。
段莹莹还有望取得另一个突破，她下
一轮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对
手不算太强，段莹莹有望晋级第三
轮，创下自己在大满贯的最好战绩。

首日晋级的三朵金花中，最值得
称道的是郑赛赛，她击败了里约奥运
会冠军普依格。不久前的奥运会上，
普依格突然爆发状态吓人，其猛烈的
火力简直不可阻挡。不过，普依格并
非稳定发挥型球手，她在里约的状态
看来已经消失。郑赛赛是跑动能力强
的防守反击型球手，攻击实力不足限
制了她升上更高的层次，但她坚持不
懈不断改进完善自己的技术和比赛策
略，今年有过打败科贝尔、科维托娃、
拉德万斯卡等前十名将的战例。郑赛
赛或许不能成为一流球手，但如果能
在巡回赛中经常亮相，偶尔有精彩表
演，职业生涯也足可回味了。尽管多
次参加大满贯，但郑赛赛还从未进入
第三轮，此次美网机会大好。

中国金花本届美网开局很美，但
花开多久还难以预料。里约奥运会
首轮，金花全部晋级，成为当日中国
军团的一大亮点，没想到第二轮全部
出局。但愿这一幕不会重演。

金花美网期待新突破
大侃台

北京时间8月
30日，在美国网球
公开赛首日比赛
中，中国“金花”迎
来开门红，郑赛赛、
段莹莹和王雅繁分
别战胜各自对手晋
级第二轮。其中郑
赛赛爆出一大冷
门，她以6：4和6：2
直落两盘击败了里
约奥运会女单金牌
得主普依洛。

图为郑赛赛在
比赛中。

新华社发

国足战韩国主力框架已定
郑智或首发担任中后卫

本报讯 随着中韩之战的日益临
近，中国队的主力阵容框架也基本上
确定。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郑
智有望在这场比赛中以队长的身份首
发，场上的位置是中后卫。

作为国足队中年龄最大的球员，
郑智直到今年8月在昆明举行的飞行
集训才被招入高家军。国足备战世预
赛25人名单公布时，他依旧是榜上有
名。不管是在沈阳训练还是来到韩国
之后，郑智在场上的位置都是中后卫。

自从主教练高洪波将郑智招入那
时起，就基本上确定了他的使用方式
——同韩国队比赛时担任中后卫。之
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还是看重
了他的稳健以及经验，国足在同韩国
队比赛时需要一个托在最后面的中卫
人选，这个人选只有郑智最合适。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国足
同韩国队比赛时可能会采取3中卫。
除了郑智之外，冯潇霆也将锁定一个
中卫。另外一个中卫将会从张琳芃、
李学鹏中选择一个。球队进攻时是3
中卫，防守时变成5后卫。

国足在今年6月同哈萨克斯坦队
热身赛时就演练过这样的打法，球队
过去一段时间的集训也在对这样的防
守阵型进行磨合。同韩国队这样作风
硬朗，相对强悍的队伍交手，国足肯定
要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紧，然后再寻求
突破对方防线的机会。

除了防线之外，国足中前场的
人选也都基本上有了眉目，教练组
会在明天的踩场训练时再演练一次
球队的首发阵容，为中韩之战做最
后的冲刺。 （小宇）

美网首日

中国金花
全部晋级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
符岚舒）2016年海南省残疾人田径公开赛日前
在琼海市嘉积中学落幕。海南（海口）特殊教育
学校代表团、海口市代表团、琼海市代表团以
144分、144分、106分获得总分榜前三名。

比赛期间，185名残疾人体育健儿在“超
越、融合、共享”的残奥精神感召下，顽强拼搏，
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用激情诠释了“快乐运动
放飞梦想”的主题，展示了残疾人体育健儿自强
不息、乐观进取、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反映了
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辉煌成就。

省残疾人田径赛闭幕

本报讯 8月30日，在第3届百灵杯世界围
棋公开赛半决赛三番棋决胜局中，中国棋手柯
洁执黑第191手中盘战胜韩国棋手元晟溱，以
2：1的比分打入决赛。柯洁决赛的对手是早他
一日零封申真谞打进决赛的陈耀烨，中国棋手
已包揽本届赛事的冠亚军。

赛后，柯洁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贵阳的三盘
赢棋都是逆转胜，他希望自己不要赢得那么惊
险。对于与陈耀烨的决赛，柯洁说：“我和陈耀
烨是老对手了，相互很了解。我们还有阿含桐
山杯决赛要打。”

柯洁和陈耀烨以往交手战绩为4胜4负，
平分秋色。百灵杯是柯洁打进的第4个世界大
赛决赛，他以往保持着一打进世界大赛决赛就
夺冠的纪录。

百灵杯五番棋决赛将于9月20日在云南
普洱进行。

除了百灵杯，今年柯洁还有春兰杯八强战、
三星杯和新奥杯要打。柯洁去年获得三个世界
冠军后，对于今年获得几个冠军算是达标的问
题柯洁说：“过去我有浮躁的问题，老是想以后
会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不该想这些，应该努力
下好现在的这盘棋。” （小新）

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柯洁决赛战陈耀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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