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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彩发布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1 1 月 1 6 日 ，国 家 体 彩 中 心 召 开
《2020 年中国体育彩票（1+31）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会》，集中对外发布 2020 年
度社会责任报告，31 个省（区、市）体彩
中心的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也在
发布会现场集体亮相。
山东省体育彩票 2020 年社会责任
报告以“责任”为关键词，创新融入山东
地域元素，采用上下卷形式分述山东体
彩本年度责任绩效。上卷系统阐述责任
管理、组织治理、政府责任、运营服务等
方面的规划与实践；下卷详细阐述队伍
建设、社区责任、环境责任等方面的措施
与成效；同时以“责任专题”凸显山东体
彩本年度在抗疫工作上的履责亮点。整
本报告充分展现了山东体彩的责任与担
当，彰显了山东体育彩票工作的多元价
值与成效。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更是
书写中国抗疫传奇的不凡之年。山东体
彩科学把握“以人为本 强化管理 稳
固基础 提质增效”总体要求，统筹推
进体育彩票业务发展，全力支持疫情防
控、脱贫攻坚等重要工作的开展。2020
年，山东共销售体育彩票 148 . 92 亿元，
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38 . 84 亿元，解决就
业岗位近 3 万个。截至 2020 年，山东累
计销售体育彩票 1797 亿元，累计筹集
公益金 455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和
我省公益事业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2020 年，山东体彩秉承责任理念，
积极与各部门、机构开展合作，提升社
区民生服务保障水平，改善民生福祉；
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实践，努力维
护并提升城市环境，引导员工及居民在
生产和生活中注重环境保护；助力各类

公 益 项 目 的 开 展 ，开 展“ 轮 椅 售 彩 项
目”助残创业，促进就业公平，开展“德
美山东”文化作品大赛，以弘扬社会公

德良俗为己任，连年开展“情系革命老
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动，累
计资助 1700 名家庭困难学子迈入大学

“半岛味道”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半岛全媒体记者

马克

了解一座城，
从美食开始！
为深入挖
掘半岛特色美食文化，
展示半岛味道，
近
日，
第二届2021
“半岛味道”
餐饮食品行业
十佳排行榜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符合条件
的各餐饮食品企业均可报名参与，报名
及咨询热线：
80889094。

够优秀你就来
评选火热进行中
第二届2021“半岛味道”餐饮食品
行业十佳排行榜评选活动立足青岛市
场,辐射胶东五市,发掘以青岛为龙头
的山东半岛区域餐饮文化资源,响应时
尚之都号召,提升青岛餐饮行业品位,
促进青岛乃至半岛地区休闲旅游和餐
饮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本次活动以“时
尚、健康、生态、品味”为主题,通过活动
深入发掘胶东半岛地区地方餐饮文化

特色,推出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餐饮名
吃和烹饪人才,展示胶东五市不同区域
的城市文化和餐饮行业风貌,为传承和
弘扬民间饮食文化的餐饮企业和优秀
烹饪人才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
竞技舞台,打造绿色安全与营养美味的
健康饮食消费理念,形成独特的地方饮
食文化品牌,进一步促进胶东五市旅游
和餐饮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活动由半岛都市报、青岛市饮食文
化研究会共同参与,评选项目分为8大
类，包括面食类、肉食类、海参类、饮品
类、农品类、餐饮类、滋补类、其他类等。
参评对象为青岛区域内有固定经营场
所,并在工商部门注册、诚信守法经营、
店容店貌好、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要
求的各级各类食品餐饮单位。

全城招募
十佳排行榜邀您角逐

整个活动按照报名、初选、决赛、媒
体公示、颁奖五个流程进行。参评企业
要求证照齐全、诚信经营、管理规范、
员 工 培 训 到 位 ；卫 生 设 施 条 件 良 好 、
设备设施完好运转、清洁卫生保持在
较高水平；评选食品或菜肴的制作工
艺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或具有独特的
地方传统风味特色,能体现特有的餐
饮文化和地域特征,主要原料为本地
生产,制作工艺精到,质量优良,营养
结构合理,价格适中,有良好的信誉
或新研制开发、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
潜力的品种。参赛人员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业务技能娴熟,能制作具有
显著地方特色的代表菜品和特色食品
等。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获奖单位将
授予《第二届2021“半岛味道”餐饮食
品行业十佳》牌匾。美食之战硝烟已燃，
邀你来战!
报名咨询电话:80889094。

校园；组织志愿献血、
“ 体彩送清凉”、
慰问敬老院、爱心助考等多项志愿服务
活动，关爱他人、温暖社会，打造具有
体彩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充分展现山
东体彩作为国家公益彩票的责任与担
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2020 年是
抗击疫情的关键节点，面对疫情，山东
体彩迅速行动，为各大疫情防控点及一
线工作者捐款捐物；充分发扬志愿精神，
主动参与社区防疫执勤工作，战斗在抗
“疫”第一线；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部署，稳定社会就业。山东体彩始终坚
守责任彩票理念，众志成城坚决遏制疫
情蔓延，以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力量。
山东体彩以党建为引领，以高要求
的合规运营、高标准的责任建设，开启山
东省体育彩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在全
省系统开展了“最美山东体彩人”评优树
先活动，对体彩战线上涌现出的一批敬
业奉献、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孝老爱亲、
见义勇为的模范和优秀站点进行了表
彰，有 14 人获得“最美山东体彩人”称
号，弘扬和倡导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
社会观。山东体彩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评定颁发的“2020 山东社会责任最具
影响力企业”荣誉奖牌，责任沟通成果获
得外界肯定。
继往开来图新志，借力扬帆正当时。
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山东
体彩将继续秉承国家公益彩票的定位和
发展方向，聚小爱成大善，汇微光为星
河，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
国家公益彩票，以实际行动为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践行职责、贡献力量。
孙秀红

198元享曲阜邹城精品三日游
□半岛全媒体记者

马克

半岛国旅推出曲阜邹城精品三日
游，带你走进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
孟府孟庙，游船畅游护驾山公园，品味
高端药膳晚宴，体验品质旅游，特惠
198元/人。
尼山圣境如一幅东方山水画，将
孔子思想、儒学文化一一展现。孔子博
物馆是极具文化品位代表中国传统文
化精髓的综合类大型现代化博物馆。
孟庙又称亚圣庙，是历代祭祀战国时
思想家孟子之所。
据介绍，曲阜邹城三日精品游，同
时带你品尝药膳晚宴，学习中医中药
知识。198元/人，12月3日发团。11月
30日上午9:30
南京路110号半
岛都市报社大厦
18楼会议室举
行说明会。扫 描
右侧二维码入群
咨询 。

感恩十一月，江北水城豪华三日游再启航

乘坐超豪华航空座椅外宾专用车 可躺可坐 全程高标准特色餐 绝无强制消费 养生之旅发团时间12月7日、12月10日
2021半岛都市国际旅行社联合山东
小毛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养生之旅启
航了!此次三日游行程带你玩转素有中国
威尼斯之称的水上古城——
— 聊城,乘船畅
游东昌湖,来一顿丰盛的午餐,品尝东昌
湖的鲤鱼或者青鱼。游览中国光岳楼,此
楼是全木结构建筑,全楼上下竟没有一颗
铁钉,历经几百年屹立不倒。登上光岳楼
可以俯瞰整个古城和东昌湖。

此次行程还将带您畅游耗费白银
60465两6钱9分,耗时长达66年才建成
的聊城唯一保存下来的会馆——
— 山陕会
馆,在中国现存的会馆中,它的建筑雕刻
和绘画艺术国内罕见,1988年,被国务
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AAAA级影视基地——
— 东阿
影视城,带您走进白七爷的“大宅门”,让
当年大宅门实景再现,在古街道上散步

游览；上药王山摸寿桃、吃寿桃,给家人
和自己祈福；去和小毛驴约会,坐驴车找
回童年的自己。吃最美的枣、最正宗的驴
肉、最营养丰盛的阿胶御宴,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活动就等你了！
文/刘红
报名电话：0532—66606257
唯一报名地址：南京路110号半岛都市
报大厦1楼(半岛都市国际旅行社)

■郑重承诺：
1、
全程零自费景点,绝无强制消费,准四
星高档住宿，
驴肉宴等高标准特色餐。
2、
凡夫妻满55岁～80岁均可报名。
3、
超豪华精品团仅限24人，
报满即止。
4、车内配备额温枪、消毒水（每天消
毒）、免洗洗手液，每人每天赠送一次
性医用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