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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省中（高）风险区来渝返渝人员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21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经重新采样检测，截至目前已在南京禄口国际
机场相关工作人员中检测发现 17 例新冠阳性。
为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重庆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2021 年 7 月 21 日起，所有来自
或途经江苏省中（高）风险区所在城市的来渝返渝人员，
需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据新华社、上游新闻

今起三天多云为主 中心城区最高温 36℃
7 月 21 日，迈入三伏天的中伏。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重庆依
然以多云天气为主，
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达到 36℃。
未来三天
21 日夜间到 22 日白天，
中心城区：
多云有阵雨，
气温 26～36℃。
22 日夜间到 23 日白天，
中心城区：
多云有阵雨，
气温 27～36℃。
23 日夜间到 24 日白天，
中心城区：
晴间多云，
气温 27～36℃。

重庆市灾害事故工程抢险救援队携装备支援郑州
7 月 21 日上午，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应急局紧急指派重
庆市灾害事故工程抢险救援队，派出专业救援队，携带装备即刻奔赴河南郑
州，开展抗洪抢险。首批派出专业队员 16 人，装备七台套，其中龙吸水两
台、通讯车一台、冲锋舟两艘、指挥车两台。第二批 50 名专业救援队员整装
待发。
此外，重庆前往郑州方向的高铁、普速列车全部停运，具体车次请扫二
维码查看。
据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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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
严禁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
@人民网 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央网
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行动聚焦解决 7 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①直播、
短视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②未成年人在线教育平台问题。③儿童不良动漫动画作品问题。④论
坛社区、群圈等环节危害未成年人问题。⑤网络“饭圈”乱象问题。⑥不良社交行为和不良文化问
题。⑦防沉迷系统和
“青少年模式”
效能发挥不足问题。

释义：品行不端的人。也用
于人名，如嫪（lào）毐（战
国时秦人）。

支撑三孩生育政策实施 教育部将制定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21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有效支撑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为重要目标，
研究制定、部署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吕玉刚说，计划到 2025 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 90%以上，以县（区）为单位，科学布局
普惠性幼儿园，并大力发展公办园，同时积极支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健全城乡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
据新华社

彩票

东水门-储奇门段滨江步道开放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中国福利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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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渝中区东水门-储奇门段滨江步道完工并开放。该步道长约 1.4 公里，是中心城区“美丽山
水”
风貌特色的重要景观展示带。
据《重庆日报》

2032 年奥运会主办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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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192 期开奖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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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开奖号码：7 4 0

@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 7 月 21 日，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宣布 2032 年
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为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
第 21192 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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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 2021 年 7 月 21 日

惠及百姓民生 助力体育强国——

体彩公益金让生活更美好

2018 年-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使用彩票公益金 78.0448
亿，主要用于开展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工作。其中群众体育使用
体彩公益金约 48.82 亿，占比 63%；竞技体育使用体彩公益金约
29.20 亿元，
占比 37%。
从城市到乡村，从助力脱贫攻坚到支持乡村振兴，从助力冰
雪运动到支持冬奥会筹办，从群众身边的健身步道到奥运健儿的
竞技赛场……中国体育彩票秉持“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
旨，
通过体彩公益金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尤其是近三年的体彩公益金投入，正在让群众“去哪健身”有
了答案，让“在家门口锻炼”的梦想照进现实，让竞技体育场上的
国旗冉冉升起，让脱贫摘帽成为现实，不断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
体育向上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 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体育大有可为。2018 年、2019 年，为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国家体育总局在本
级体彩公益金的分配上，统筹考虑贫困县、财政困难程度、西部地
区等因素，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向贫困落后地区倾斜。
2020 年体彩公益金在实施全民健身设施项目方面，
也提出要
立足于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逐步改善我国特别是中西
部地区的体育场地设施条件，
不断提升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体彩创新探索“体育+扶贫”新模式，将体育设施送进边远山
区，让乡村的健身器材、体育场所越来越多，群众的生活变得丰富
多彩。
在云南腾冲，体彩公益金支持的“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为
群众送去健康生活,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镇西经堂村,家
门口就能享受便捷公共体育服务的幸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在广
西陆川县古城镇清耳村，健身路径的建设让村民参加体育锻炼有
地可去……这些由体彩公益金支持的全民健身路径，有力地推动
了老、少、边、穷地区体育基本服务均等化，改善了当地的体育设
施水平。
同时，体彩聚集体育产业要素，激发赛事活力，打造“体育+
旅游”
、
“体育+康养”
、
“体育+文化”等多元互动发展产业链，以体
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像在福建省寿宁县的下党村和屏峰村，由
体彩公益金支持的徒步大会和越野赛，把寿宁县的好山好水串联
起来，
吸引了众多游客和运动员共赴盛宴。
2020 年，广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在广西 1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区）以及脱贫
攻坚挂牌督战县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五个一”活动，都为人民
群众带来了更高质量的幸福生活。
如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15 分钟健身圈”触手可及，

偏远山区的体育设施随处可见，
“健身有地去，锻炼不拥挤”，这背
后体彩公益金的力量功不可没。

推广冰雪运动 加大青少年冰雪人才培养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
会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为奋力实现这一战略目
标，体彩公益金近年大力支持冰雪运动发展。
2018 年，体彩公益金安排 2120 万用于举办 2018 年全国青
少年“未来之星”冬季阳光体育大会；2019 年，体彩公益金安排
600 万用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举办全国大众体育
大赛（冬季）及“三亿人参与冰雪”数据统计工作，支持各地开展冬
季冰雪运动；2020 年，体彩公益金用于重大奥运场地设施建设
51250 万元，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
松原市冰上运动中心、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黑龙江亚
布力体育训练基地……这些专业的冰雪运动场馆设施建设背后
都有体彩公益金的身影；
“全国大众冰雪季”系列活动、
“辽宁省百
万市民上冰雪系列活动”、
“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
逐渐成为普及冰雪运动的品牌活动。
加大青少年冰雪运动人才培养，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也是体
彩公益金的主要支持内容。2019 年，
使用体彩公益金 2,000 万元
用于开展冰球青训后备人才培养。青少年冰雪活动遍地开花，内
蒙古百万青少年上冰雪冬令营、贵州六盘水
“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
滑雪节”
、广东省
“中国体育彩票”
青少年冰球锦标赛……体彩公益
金正在将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

打造全民健身新业态 驰援湖北全民健身提质升级
“形成全民健身活动新业态，满足群众便捷、高效、智能化的
健身需求。”2020 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全民健身活动
的组织开展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要求。
相比于往年，2020 年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多以线上线下融
合发力。其中，开展全国线上亲子体育活动和线上体育赛事活
动，参与人数达 84 万人次；举办棋牌网络系列赛事活动、中华武
术大讲堂、全球太极拳网络大赛、全国广播操工间操云比赛、全国
老年体育健身系列活动以及居家健身抗击疫情作品征集展示等
活动。
疫情态势下促生出花样迭出的健身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激
活体育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驱动力，也让全民健身更加智能化、
科学化。通过更多的使用线上活动，去突破传统运动的局限，创
新打造
“云健身”
模式，更好满足群众的多样健身需求。

除此之外，2020 年体彩公益金使用最突出的一点是多次助
力湖北。体彩公益金资助湖北省开展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建设工作；支持湖北省线上亲子体育活动，以“宅家云动，点亮湖
北”
为主题，包含四大部分 20 个体验项目，活动持续时间达 4 个月
以上，参加家庭达 49.6 万个，活动网络访问点击量超 5000 万次；
支持湖北省开展本省教练员培训工作；支持湖北省做好备战杭州
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梯队建设；支持西藏、内蒙古、湖北等省（区）
改善竞技体育训练条件。
有了体彩公益金的鼎力支持，曾受疫情影响的湖北，在 2020
年逐步稳妥有序地恢复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线上线下赛事活动蓬
勃开展。2020 年湖北省竞技体育也屡创佳绩，省内运动员共获
得世界冠军 18 项次、全国冠军 124 项次，汪周雨打破全国纪录，
闫子贝打破世界纪录、获评 2020 年中国体育十大人物……
体彩公益金的投入，有力地促进了湖北省全民健身与竞技体
育的融合发展，让湖北在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上全面提质升级。

支持奥运会 为竞技体育注入更多活力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体彩公益金在
竞技体育方面支持的重点。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体彩公益金分
别安排 36742 万元、51250 万元用于国家队转训基地改善训练条
件，围绕总局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目标
任务项目，加大对地方用于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重点项目的
支持，
着力提升和改善科学训练条件。
2020 年在竞技体育方面，8.42 亿体彩公益金被分别用于奥
运争光计划纲要保障项目、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重大奥运场
地设施建设、备战杭州亚运会梯队建设、备战巴黎奥运会梯队建
设等五个方面。
其中使用经费最多的是重大奥运场地设施建设 51250 万元，
主要是为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2008 年夏季奥运会让中国体
育百年梦圆，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又将再一次见证中国梦与奥
林匹克文化交相辉映，让体育强国梦和奥运圣光紧密相连。这不
仅是每个国人的冰雪之约，
也是我国竞技体育展示的最好舞台。
而这一份份体彩公益金，让运动健儿在赛场上拼搏时，也有
了更大的动力和源泉。体彩公益金在竞技体育方面的投入，有利
于提升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确保更多奥运健儿在赛场上为国争
光，
提升国家形象，
增强国家软实力，助力体育强国梦。
一串串的数字变化、一项项的品牌赛事、一枚枚闪光的奖牌，
体彩公益金深化体育惠民，用体育建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
变的是数字，不变的是初心，与健康相伴，与美好同行，体彩
公益金始终为实现体育强国梦不断努力。
（羊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