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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哨签！

前男篮国手张松涛
加盟安徽文一

电影《烈火·英雄》超强阵容
致敬“最美逆行者”
星报讯（记者 吴笑文） 4 月 13 日，第九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正式拉开大幕。电影《烈火·英雄》出品方代表有博
纳影业董事长兼总裁于冬，导演陈国辉，监制刘伟强、李锦
文携主演杜江、谭卓、杨紫、欧豪、谷嘉诚一同亮相。采访
环节，于冬先讲述了拍摄电影《烈火·英雄》的初衷：
“ 这是
中国电影第一次大规模地把镜头对准消防员，消防员这个
职业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他们是最美逆行者。作为
冲在灾难第一线的人，消防员应该永远被铭记。所以拍摄
消防员的故事是一种家国情怀。”作为影片出品人的于冬
表示，这部电影是用来致敬所有消防员的。

星报讯（胡滔 记者 江锐） 安徽文一男篮在新赛季
NBL 联赛球员引进截止前再引强援!4 月 12 日，安徽文一
正式签下北京首钢中锋、前国手张松涛，张松涛将代表
球队征战 5 月 18 日开打的 2019 赛季 NBL 联赛。
被球迷亲切地称为“大树”的张松涛，1985 年出生，
司职中锋。职业生涯开始于北京奥神队。2006 年，
21 岁
的张松涛便入选中国男篮集训队，并代表中国男篮参加
了当年的日本男篮世锦赛。2008 年，
张松涛还曾身披纽
约尼克斯球衣参加了当年的 NBA 夏季联赛。
在效力于北京首钢的 6 个赛季中，张松涛帮助球
队夺得了两次总冠军。安徽文一主教练刘久龙在谈
到张松涛加盟时表示，由于李坚和李祥波两名内线球
员有伤在身，可能会对新赛季有所影响，因此张松涛的
加盟无疑非常关键，
“张松涛身高和力量都非常出
众，而且还能参与球队的快攻推进，篮下技术和
投射能力也都非常扎实。此外，他的 CBA 经
验对我们这支队伍也会有所帮助，我们
对他有足够的信心。我们相信张松
涛的到来，将会帮助我们实
现夺冠的赛季目
标。”

28 年无差评的张震出演仙侠剧
《三生三世宸汐缘》

省体彩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星报讯
（魏建军） 4 月 12 日，省财政厅综合处党支
部、
省体育局机关第四党支部、
省福彩中心党总支、省体
彩中心党总支，三方基层组织党员齐聚省体彩中心，开
展了一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党建共建活动。省体
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甄国栋，省财政厅综合处党支部
书记、处长江永泓，省体育局机关第四党支部书记张
伟，省福彩中心党总支书记陈波，
省体彩中心党总支书记
陈文清，
四个党组织共50 多位党员参加了共建活动。
为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省委要求开展的“严
强转”专项行动，省财政厅综合处党支部牵头，省体彩
中心党总支精心策划、组织开展了本次共建活动。
甄国栋在简短致词中指出，近几年在省财政厅综

合处的指导和支持下，安徽省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中
心重抓党建、和谐相处，互相学习，取得了突出成绩，
构建了我省彩票市场良好的发展局面。几个单位在监
管部门带领下携手抓党建促发展，不仅推动了党建工
作，而且推动了彩票的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这次共建活动，
省体彩中心特邀省委党校知
名教授张彪给党员上了一堂题为《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内涵与实践要求》的党课。
共建单位代表开展了“严强转”学习研讨、交流活
动。陈波领学了省委有关
“严强转”
文件精神。陈波、陈
文清分别介绍了抓党建的做法。江永泓在交流中指出，
省财政厅注重做好为省福彩中心、
省体彩中心的服务工
作，
共同抓好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
通过开展
“严强转”
专项行动，
能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安全意识，
共同促进我省彩票市场健康发展、
繁荣发展。
参与共建的全体党员在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夏傲老师的带领下，学唱了《我和我的祖国》，把共建
活动推上高潮。
共建活动结束，与会党员在省田径场开展健身
走。本次活动时间虽短，但内容实在，充满了正能量。
与会同志充分领受到共建活动能更好地营造学习氛
围，交流学习能更好地促进党建、发展。

□ 责任体彩先进省市经验谈之吉林体彩
2017 年，吉林体彩首次出现销量下滑情况，省内非法
彩票猖獗是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非法彩票活动分流了巨额
的销售款，减少了国家彩票公益金、发行费等财政收入，严
重影响了民政、体育及相关事业的发展，阻碍了彩票事业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
更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吉林体彩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 2017 年下半年开始
主动与省财政厅和体育局等相关单位沟通，积极推进全省
打击非法彩票工作的开展，最终促成了省财政厅、省公安
厅、省民政厅、省体育局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彩票专项整治
行动，四厅联合印发了《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彩票活动大力
整治彩票市场秩序的通知》
（简称《通知》）
《吉林省 2018 年
打击非法彩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简称《方案》）。
《通
知》是打击非法彩票的总体纲领，具有长效机制，
《方案》则
对 2018 年打击非法彩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文件下发
至市级和县级财政、公安、民政和体育部门，各地认真贯彻
落实《通知》和《方案》要求，周密部署、密切配合、扎实推进

星 报 讯（ 记 者 吴 笑
文） 从 28 年前的《牯岭街
少年杀人事件》，到最近的
《雪暴》，张震一直以来选剧
本的眼光都很好，至今他出
演的每一部电影都算得上
经典，无差评。日前，曾打
造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的原班主创再次梦幻集
结，电视剧《三生三世宸汐
缘》首次发声，公布了主创
名单，张震、倪妮分别饰演
战神九宸和少女灵汐。
这次从重点表达男女情爱的“极美仙恋 1.0”向传颂苍
生大爱的“极美仙恋 2.0”进阶，讲述了一个承诺和责任的
故事。该剧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微微一笑很倾城》
的导演林玉芬执导，并请来张叔平任该剧的首席造型总
监。此次发布的“宸汐缘起”版海报和主题视频，以极具中
国古典美学气质的视听风格再现中国神话世界。主题视
频中虽无一句台词，却将九宸和灵汐的缘分起源和责任展
现得十分明晰，更展现了张震和倪妮从未有过的影视形象
以及对新角色的塑造能力。

安徽选手谭强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无缘八强
星报讯（记者 江锐） 世界羽联超级 500 赛事 2019
新加坡公开赛近日展开了男双 1/8 决赛的争夺，安徽选手
谭强与何济霆搭档以 0:2 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尼组合
费尔纳迪/苏卡穆约，无缘八强。
在之前进行的男双首轮比赛中，何济霆/谭强以 2:1 击
败马来西亚组合张御宇/王耀新，晋级第二轮。第二轮面
对实力高出一筹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尼组合费尔纳迪/苏
卡穆约，何济霆/谭强以 14:21、17:21 连丢两局告负。

打击非法彩票 规范市场秩序

打击非法彩票各项工作，全省非法彩票发展势头得到极大
遏止，大多数非法彩票活动被取缔，净化了彩票市场。
2018 年，就非法彩票问题，吉林省公安部门刑事案件
破案 206 起，涉案金额 7.25 亿，刑拘 477 人；处理治安案件
120 起，涉案金额 7734 万，治安拘留 519 人。
在打击非法彩票的工作中，吉林体彩首先制定举报奖
励办法，将《通知》和《奖励举报办法公告》制作成宣传海
报，将两款海报张贴在全省所有销售网点，共印制并张贴
该 宣 传 海 报 8000 余 张 ，实 现 了 全 省 城 乡 销 售 网 点 全 覆
盖。同时，吉林体彩对外加强宣传，各地通过广播电视、报
刊、张贴海报、公共 LED 大屏幕、微信公众号、广告宣传
车、横幅等多种媒体、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大力开展宣传活
动，向社会宣告了政府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彩票工作的鲜明
态度和决心，引导公众认识非法彩票的社会危害，形成了
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
吉林体彩加强对内培训，强化法制意识，对彩票代销

者和管理人员积极开展培训教育工作。同时,吉林体彩中
心与销售网点签订了抵制非法彩票、不销售非法彩票承诺
书。各级体彩不断加大巡查数量和巡查力度，市级中心每
天巡查销售网点的数量多达 120 余家。
吉林体彩发现问题从严从重处理，建立市场禁入制
度，对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涉案彩票销售网点以及确定销
售非法彩票的销售网点，坚决予以取缔，并通过广播信息
等向网点通报，对其他销售网点起到警示威慑作用，对参
与销售非法彩票相关人员记录在案，不得参与体彩销售网
点征召及从事销售工作。
吉林体彩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工作, 有效遏制非法彩票肆
意蔓延的势头, 净化彩票市场环境，规范彩票市场秩序。
2018 年吉林体彩票通过 45.15 亿元的发行量筹集公益金
11.31 亿元，
较上一年有显著增长。吉林体彩人将一如既往，
在国家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大环境下，
强化责任担
当，
把打击非法彩票工作推向深入。
□丰佳佳 李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