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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沙坪坝第 20074 期 824 万大奖得主

重庆体彩等你到 24 点

今晚 24 点将是体彩大乐透沙坪坝第 20074 期 824 万大奖
的兑奖截止期限，逾期仍不兑奖，则该大奖将以弃奖处理。市
体彩中心向广大购彩市民发出重要提醒：请认真核对您手中的
体彩大乐透彩票，同时也请把这消息转告身边有同样购彩爱好
的朋友，如果您发现自己就是这位幸运中奖者，请赶紧到位于
重庆市渝中区鹅岭地铁站旁的市体彩中心服务大厅办理相关
验票兑奖手续，市体彩中心工作人员将耐心等待您的到来，直
至今晚 24 点。

大奖花落沙坪坝 中奖者 60 天不见踪影
2020 年 8 月 10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0074 期开奖，全国共中出了 8 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 824 万元，其中 1 注一等奖花落位于我市沙坪坝区双碑世纪华联超
市门口的 03251 号体彩销售网点。
当大家都在期待揭晓中奖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高是矮时，从 8 月 10 日
大乐透开奖结束至今，60 天时间过去了，即便重庆体彩已通过媒体发布了两次
寻人启事，幸运的中奖人却至今未见踪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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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兑奖的视为弃奖。至今晚 24 时，这个 824 万元大奖如果没人领走，就
将以弃奖处理（实际截止时间为 10 月 8 日 24 时，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
的 2020 年体彩市场国庆休市公告要求，为保障购彩者权益，各类体彩游戏兑奖
期最后一天在国庆节休市期间以及 10 月 5 日至 8 日的，兑奖截止时间顺延至国
庆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0 年 10 月 9 日）！

不放弃最后希望 重庆体彩第三次寻人
为保障大乐透 824 万中奖人相关利益，重庆体彩第三次郑重发布“寻人启
事”和温馨提示：现距兑奖截止时间 10 月 9 日 24 点只剩不到 24 小时了，请曾经
到沙坪坝区 03251 号体彩销售网点购买大乐透的购彩市民，仔细寻找曾经购买
过的彩票，包括但不限于抽屉、柜子、衣裤兜、钱包等位置。毕竟，过了今天，你就
将错过这个到手的 824 万大奖了！
一旦找到中奖彩票，请中奖者立刻拨打市体彩中心兑奖电话 63623888 或服
务热线 95086，进行兑奖预约，工作人员会耐心等待您，直到兑奖截止时间：今天
（2020 年 10 月 9 日）24 点。另外，市体彩中心已经为您启动兑奖绿色通道，相关
部门将全力做好您的兑奖工作，以保证兑奖速度。您可以观看整个兑奖流程，以
确保兑奖安全；并且兑奖相关工作人员将严格遵守“对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
密”
的条款，
以保障您的隐私和安全。

新闻多一点

弃奖彩票奖金都去哪了？

“2020 年度渝商”
评选活动报名收官，今起接受点赞

61 位企业家入围
快来为他们点赞

61位企业家入围参评，其中资产上亿的
34家、年度营业额超10亿的15家、年度纳税
额上千万的24家……经过近一个月的推荐、
筛选，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市总商会联
合主办，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承办，金科股份独
家冠名的
“2020年度渝商”评选活动报名已经
截止。10月9日起，活动将进入网络点赞环
节，参评人名单将在上游新闻的活动官网进
行集中展示，
并接受公众人气点赞。
渝商评选活动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创立
于2006年的一项大型财经类评选活动，此前
已会同重庆市总商会成功举办七届，让“渝
商”
概念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
记者了解到，本次渝商评选，接受单位推
荐及自荐报名，经各级主管单位、商会协会积
极推荐，126位民营企业家参与报名，涵盖了
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生物医疗、新能源、新
材料、物联网、金融等多个产业的领军人物。
经过组委会对参评人参评条件的资格遴选后，
最终有61位候选人进入网络人气点赞环节。
“此次入围的，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组委会相关人员介绍，从候选人所在企业来
看，资产上亿元的34家，2019年度营业额超
10亿的15家，2019年度纳税额上千万的24
家。这些企业总共解决了34387人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也非常注重创
新。超一半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最
高的为291项。还有不少企业在自身行业领
域参与了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
从参评人自身来看，他们也在各自的领
域创新创造，是真正的行业带头人。例如，重
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先勇，通过将废旧沥青路面材料回收再利用，
将公司从传统制造企业转变为科技型企业，
提出并实践了沥青拌和站的连锁经营模式。
公司于2016年6月成功进入新三板，成为国
内第一家沥青混凝土行业的公众公司。
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
继群，引领公司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制
造再到智能生产为主的转型升级，成为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现代企业。其长期专注的
高端铝合金精密铸造和高精机械加工，凭借
超低速压铸、超高速压铸、真空压铸、局部挤
压、液态模锻、精密加工制造及相关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秉承“把简单做到极致”的理念，跻
身国内高端铝合金压铸技术生产汽车空调压
缩机研发和应用的前列。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陶石
泉，在中国酒业的红海中开辟时尚小瓶的蓝
海，其创立的“江小白”成长为年轻消费者公
认的第一白酒品牌，产品远销29个国家（地
区）并获得98个国际顶级烈酒大赛奖项。他
还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规范》。
角逐人员众多，到底哪些人有机会入选
2020年度渝商、2020年度新锐渝商？广大市
民也可以参与进来为你支持的渝商
“打call”
。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社会大众了解
各位入围的参评人，也为了给参评企业提供
更多的展示平台，10月9日起，
“2020年度渝
商评选”活动将进入公众点赞环节。在10月9
日早上9点到10月15日下午6点，市民可以下
载上游新闻APP，点击APP右上方活动页面，
进入2020年度渝商评选活动专题，为自己心
中的优秀渝商点赞加油。
据悉，此次评选最终评审结果将按照专
家评审（70%）+公众点赞（30%）计算总分，从
而评选出获奖名单。点赞数排名前三的参评
人将自动进入获奖名单。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重庆造新能源乘用车
“初闯”欧洲市场

首批 200 台赛力斯电动车出口德国

当时间跨过今晚 24 点，如果中奖者还未现身领奖，那体彩大乐透沙坪坝第
20074 期 824 万大奖将正式以弃奖处理。那么，
824 万弃奖奖金会去哪呢？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将纳入彩票
公益金。所以，如果大奖得主今天还是没有现身领奖，这 824 万元的奖金将纳入
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中。众所周知，体育彩票作为
“体育事业生命线”和“公益事业助推器”，筹集的体彩公益金被广泛应用于全民
健身和奥运争光计划等体育事业，以及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扶贫、医疗
卫生、残疾人救助、赈灾救灾、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即便大奖得主最终弃奖，这
824 万元的彩票公益金，
也是我市购彩市民为公益事业贡献的一份重要力量。

10月8日上午，赛力斯电动车首批出口德
国200台发车仪式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举行。记者了解到，这批小康集团旗下的赛
力斯品牌智能电动汽车——赛力斯3将通过
海运在一个月后抵达德国市场。
这是继今年4月15日，100台东风风光
ix5通过中欧班列（渝新欧）汽车专列出口德
国之后，赛力斯品牌智能电动汽车首批出口
德国，也是重庆首次实现新能源乘用车的欧
洲出口，标志着小康集团商用车、乘用车、电
动车三大系列产品全面进入欧洲市场。同
时，这也是小康集团与东风公司全面深化战
略合作之后，
结出的又一硕果。

彰显赛力斯产品的全球品质
小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张兴海在发车
仪式上表示，三年多来，小康集团发展智能电
动汽车已经投资超过100亿元，汇聚全球领先
技术及人才资源，形成了“中国领先、世界先
进”的高性能纯电驱动技术和智能增程电驱
技术，建成了“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大数据
智能工厂，并推出了以赛力斯SF5和赛力斯3
为代表的行业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产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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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斯3在国内市场热销之际，进入欧洲市场与
合资车型同台竞技，彰显了小康集团智能制
造实力、汽车产品的高质价比和全球品质。
张兴海说，中国新能源汽车，尤其是重庆
产新能源汽车及赛力斯品牌汽车，获得欧盟
认证实属来之不易，公司将充分把握此次契
机，进一步做好产品质量和服务，为批量进入
欧洲及全球市场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力争为
重庆汽车产业争光，为中国汽车产业争气。

开启赛力斯全球市场新梦想
今年以来，在全球车市受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的情况下，小康集团在危机中育新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不断深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上半年，小康集团商用车在土耳其、摩洛
哥、巴基斯坦、厄瓜多尔等市场取得重点突
破，抢回了微车出口第一的地位；乘用车风光
ix5突破性进入欧洲市场。与此同时，上半年
欧洲新能源车累计销量达41.4万辆，同比上
涨57%。欧洲市场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
汽车的重要市场，也为小康集团新能源汽车
带来重大发展机会。
据了解，13年前，小康集团传统汽车品牌
DFSK成为首批获得欧盟认证的中国汽车品
牌，2008年首批微型商用车进入德国市场之
后，陆续进入意大利、西班牙市场，DFSK成为
在当地市占率最高的中国微车品牌。2018年
首批乘用车——风光580在德国热销；今年4
月15日，智能轿跑新SUV风光ix5以专列形式
大规模出口德国。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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