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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石博会明日启幕
以“玉出云南、石来运转”为主题的 2020
中国昆明国际石博览会，将于 9 月 17 日至 22
日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将
同时举办第三届珠宝文化艺术周及红毯之
夜、探秘欧宝、石空间体验、云南高校首饰设
计创意联展等系列精彩活动，以及 40 余场专
业论坛活动，为观众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珠
宝文化艺术跨时光之旅。
本届石博会将使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1
至 7 号展厅，展览面积 5 万平方米。其中，1、
2、7 号展厅为珠宝玉石馆，3 号展厅为珠宝文
化艺术周设计师馆，4 号展厅为石空间体验
馆，5、6 号展厅为黄龙玉和观赏石馆。
为更好地搭建商家和买家交流交易平

昆明 9 月 16 日
阵雨 17～25℃

血管外科专家成含平来昆亲诊

台，组委会邀请到行业大咖、收藏家、专家学
者、国内外知名企业家、金融家、商界精英、
时尚人士及社会名流等 8000 多名高品质客
户群体，参加展会各项活动，实行一对一服
务，加强嘉宾、买家与参展商的交流沟通，促
进双方供求信息的有效配对。
展会期间，主办方将严格规范交易秩
序，加强质量监督，设置珠宝鉴定检测点。
联合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云
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云南省
珠宝玉石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在 2 号馆出口、
3 号馆内、5 号馆入口和 4、5 号馆间设置珠宝
检测点，方便观展市民游客就近检测，实现
购物省心、放心。
本报记者 李赛

我省多地持续降雨
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降雨消停了两天之后，又“充值”成功。
9 月 15 日，省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预报，受
切变线影响，预计 9 月 16 日夜间至 18 日，我
省自东向西将出现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
这次过程中，昭通、曲靖、昆明、玉溪、楚雄、
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大理、丽
江、怒江北部、保山北部、德宏北部有中到大
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约 15～40
毫米，部分地区达 100～150 毫米。过程期
间，上述地区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
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昆明主城区阵雨，
气温 17～25℃。从夜间开始，天气将逐渐

转阴，并发展至中雨天气。全省范围内，昭
通南部、曲靖、昆明北部、丽江东部、迪庆西
部、怒江北部、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
南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
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
局部中雨。
气象部门提醒，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
昭通、曲靖、丽江中东部、怒江西北部、保山、
德宏、普洱北部及东部、红河南部、文山东部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高。上述地区在此
次过程中仍将出现较强降雨，需加强防范持
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本报记者 孙琴霞

许多静脉曲张、脉管炎患者因忽
视和误治，
最终导致截肢。因此，
静脉
曲张、
脉管炎要趁早治，
更要规范治。
在患病初期，患肢常有青筋凸
起、沉重、腿脚麻木、发凉，行走时出
现腿疼，稍休息后疼痛缓解等症状，
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患肢痒热、浮
肿、肌肉萎缩，疼痛加剧等。由于静
脉过度曲张，导致血管壁变薄，受到
刮、蹭时，管壁破裂，流血不止，出现
失血性休克，
还会危及生命。

为使昆明市静脉曲张、脉管炎
患者及早解除痛苦，本月 30 日前，西
坝路昆明三一一医院特邀请早年毕
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成含平主
任、云南省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
员张铠主任来昆明市为患者实施医
疗救治。专家组将会对下肢静脉曲
张、脉管炎患者做出权威检查并制
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机会难得，
名额有限，预约从速。
本报记者 陶彦然

肾脏内科专家樊均明
周四在昆明同仁医院会诊
好消息来啦！来自华西医院的
樊均明教授正式在昆明同仁医院设
立专家工作站后，许多患者都在询
问樊教授什么时候会再来昆明？就
在本周四（9 月 17 日），樊教授将到昆
明为疑难肾病患者会诊，有需要复
查或就诊的朋友，请尽快致电昆明
同仁医院预约。

樊均明，成都医学院校长，华西
医院肾脏内科主任医师，
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从事肾脏科临床工作 30
余年，
擅长糖尿病肾病、慢性肾炎、慢
性肾功能衰竭等的诊治，特别在中
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脏病、循证肾
脏病学、肾脏纤维化的研究上，具有
高水平的造诣。
本报记者 闵婕

彩票开奖
中国福彩网（截至 9 月 15 日 24 时）

中国体彩网（截至 9 月 15 日 24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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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节约为荣 拒绝餐饮浪费

体彩人积极践行
“光盘行动”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连日来，体彩系统积
极践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推动“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成为社
会新风尚，
以实际行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国家体彩中心发出倡议书
近日，国家体彩中心发出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倡议书，倡导全体员工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实际行动把
“过紧日子”
的要求落到实处，
继续弘扬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努力
为体育彩票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除国家体彩中心发出倡议外，天
津、浙江、陕西、新疆、云南等多地体彩
机构也纷纷向职工发出“拒绝餐饮浪
费，加入光盘行动”的倡议，号召体彩

人秉持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积
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文明用餐，告别
浪费陋习。
浙江省体彩中心向全体职工发出
倡议，号召大家文明就餐，以实际行动
珍惜粮食、抵制浪费，并推行预约制就
餐，各部门上报次日就餐人数，统一汇
总后报给食堂进行配菜。食堂根据上
报人数，
选择合适菜品，
做到点菜适量、
厉行节约，
对舌尖上的浪费说
“不”。

体彩代销者积极响应
各地体彩机构发出“光盘行动”的
倡议后，得到了广大体彩实体店代销
者的积极响应。天津体彩代销者程丛
乐表示：
“ 之前出去和朋友聚餐总觉得
点菜少了没面子，往往都会剩下不少，
现在大家都自觉光盘，点菜的时候会
特别注意菜量，不剩菜、不浪费。我们
体彩发了倡议号召，提倡勤俭节约，作
为行业一分子，
必须支持。”
一些体彩代销者也将体彩实体店
打造成宣传“反对浪费”的阵地，新疆
体彩号召体彩实体店发挥宣传优势，

在显著位置张贴放置“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
“光盘行动”
“文明用餐”
“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等宣传标语，通过
店内海报、视频、工作人员提示等多种
形式，向广大购彩者宣传“文明消费、
节约用餐”的时代风尚，杜绝“舌尖上
的浪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体彩人从“我”
做起，将“浪费可耻、节约为荣”从共识
变为行动，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形成人
人节约、处处节俭的良好氛围。

大乐透 3600 万元弃奖奖金去了哪儿
8 月 31 日，河北石家庄体彩大乐透第
20008 期（1 月 18 日开奖，由于受疫情影响，
兑奖期延长至 8 月 31 日）3600 万元大奖因
无人现身兑奖而成为弃奖，再次刷新了国
内彩市弃奖纪录。中奖不易，弃奖可惜，财
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彩市逾
期未兑奖奖金达 18.11 亿元！那么，这么多
未兑的奖金都去哪了呢？
在我国，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
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
内，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其中第
四章第三十一条规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
纳入彩票公益金。2012 年，财政部颁布的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则对弃奖奖金
纳入公益金使用做出进一步明确。第四章
第五十九条规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
彩票公益金，由彩票销售机构结算归集后
上缴省级财政，全部留归地方使用。也就
是说，弃奖的奖金，最后都成为了彩票公益
金，再次回到购彩者身边，贯彻“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
，
为大家带去福利。
弃奖的奖金进入了彩票公益金，那么
彩票公益金又是“何方神圣”？首先，以体
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公益金受
国家统一管理，按规分配，拿 2 元 1 注的体
彩大乐透举例，其中就有 0.72 元成了体彩
公益金，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分配政策，彩票
公益金被对半分为两组，一组分到地方，使

用方式千千万万，而另一组分到中央，被用
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助力全民健身
和竞技体育发展等各类公益事业。
所以，其实在大家的身边，处处都有体
彩公益金的存在：修建健身场馆、资助希望
小学、举办奥运赛事、实施医疗救助……都
少不了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
虽然未及时兑奖的奖金成为了公益
金，但对于购彩者来说，弃奖依旧是一件令
人悲伤的事，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弃奖事件
的发生呢？
根据以往经验，假期是产生弃奖的高
峰期，而弃奖的原因，大多为彩票保管不善
或忘记兑奖时间，所以，日常保管彩票和兑
奖要注意这几点：
1. 选择安全的地方，将彩票妥善存放，
不丢失、不玷污、不损坏、不涂改，注意防
潮，避免暴晒和高温，远离酸、碱、油、酒精。
2. 养成按时核对中奖号码的习惯，如发
现彩票中奖，
一定要尽快前去兑奖。
3. 即使中奖了，也不要一高兴，就将中
奖彩票拍下来晒到社交网站。
避免弃奖，一直是彩票行业内的“世界
性难题”
，
为了避免遗憾的事情发生，
小伙伴
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养成良好的彩票保管、
核对习惯，
如果发现自己获得幸运女神的垂
青中得大奖，那么，一定要在有效期内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兑奖。
本报记者 刘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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