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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情报站

申请体彩站点详见南通体彩网（www.nttc.net.cn）“建站信息公开”专栏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83512260

江苏本土玩法体彩7位数，也是
江苏彩市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彩票玩
法。江苏体彩从4月28日开奖的7
位数开始，将实施长达40期总额达
4400万元的大派奖。

本次7位数派奖从第20040期
（2020年4月28日周二开奖）至第
20079期（7月5日周日开奖），共40
期。本次派奖金额共计 4400 万
元。具体派奖规则如下：

（1）单票投注金额须满10元方
可参与（如是多期票，则须每期投注
金额均满10元）。

（2）符合上述条件的彩票，中出

特等奖，按特等奖中奖注数均分当期
派奖奖金，每注特等奖最高派奖500
万元。

（3）派奖资金共4400万元，首
期向派奖奖池注入500万元，之后每
期注入100万元，共40期。若当期
特等奖派奖奖金未用完，则滚入下一
期，与下一期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
直至特等奖派奖奖金用完为止。

从上述派奖规则可以看出，本
次总额为4400万元的派奖全部用
于7位数的特等奖，活动力度在7位
数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想必广大彩
友不会错过这次派奖盛宴。

体彩7位数4400万大派奖
福彩直通车

福彩双色球 2元可中1000万

南通福彩网http://ntfcw.tt17.com/

春来万物展新颜，通城喜事三迎门。4月9日晚，双色球2020022期开
奖，当期共开出一等奖8注，单注奖金676万多元。江苏中得2注，南通彩民
喜获其中一注一等奖，累计收获奖金676万余元。

次日上午，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一行来到位于崇川区五一新村32幢的
32065223站点，给机主薛女士送去了锦旗和4000元的站点奖励。据了解，
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自选的5注单式票，销售日期是4月9日15时42分36
秒，除中得1注一等奖，还中出六等奖1注。站点机主薛女士告诉大家，2018
年10月她接手了这家福彩店，同年11月就中了一注双色球二等奖，今年已
是开店第三年了，一早收到站点中奖喜讯，薛女士兴奋不已，天还没亮就起
床准备。自3月11日福彩复市一个月以来，这已经是南通彩民收获的第3
个双色球一等奖。市福彩中心副主任侯永生表示，感谢彩民的爱心，也感谢
彩民对福彩事业的支持和关爱，在当前特殊时期将继续做好彩民服务，助推
福彩事业更上一个台阶。

当期全国销量为3.11亿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6.95亿多元，
欢迎广大彩民朋友继续参与“彩市航母”双色球游戏的投注，奉献一份爱心，
赢得十分好运！

676万！南通一月之内三揽双色球头奖！

面对今年“五一”假期的新形势
和新任务，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坚持
党建引领，深入开展“保安全、保畅
通、强服务”专项行动，让党旗飘在
一线、党员站在一线，党员佩戴党
徽、亮明身份，热情服务，努力为广
大市民提供温馨的出行环境。

他们是站务公司的站务员、
路网中心的话务员、船闸一线的
运调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劳动者和共产党员！他们来
自南通交通系统各个条线，用节
日的每分每秒践行着自己的入党
初心和使命。

客运服务“不打烊”

今年的“五一”假期，公众出行
旅游、走亲访友等需求有所凸显，客
运站的站务工作人员们依旧坚守在
岗，同步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服务
工作。

南通客运东站党员检发员许晶
晶，就是其中一员。1日下午，许晶
晶在为乘坐15:10新浦方向的旅客
们进行有序检票的同时，认真核对
乘客信息。

据了解，4月30日下午、5月1
日到站乘车的旅客人数相较平时具
有一定程度的增长。4月30日当
日南通市区汽车站共安全发送旅客
1.03万人次。车站在人员值班值守
和测温扫码工作上进一步加强力
度，确保运力组织充足，乘客便捷、
有序出行。

路网监测全时段

1日上午，南通路网分中心杨
京烨正在一丝不苟地与省路网中心
进行视频连线，紧张汇报着值班人
员、当前路网运行情况、当前1小时
车速及日常比对，出动人员、巡查车

时、出动装备等保通数据，以及每天
开展的治超专项行动情况。

“五一”假期首日，从路网监测
情况来看，目前全市路网交通运行
正常。G204 如皋服务区、如东
G228栟茶停车区、G345启东停车区
3个干线公路服务区、停车区正常运
行，无社会车辆滞留。当天上午，
全市平均断面总流量 14114 辆，
比前一天增加 16%，一小时断面
平均流量793辆。

船闸疏堵保畅暖人心

“五一”小长假首日，受南通船
闸修理平顶车间隙性停航影响，九
圩港船闸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

九圩港船闸运行中心主任丁冉
现场查看船舶过闸情况，并与闸室
内的船员交谈，得知湘怀化1998号

船舶时隔15年再次来通，询问过闸
感受，船民表示九圩港船闸变化巨
大，“e站通”手续方便快捷，船闸通
航秩序良好、过闸效率高，同时过闸
费优惠政策节约通航成本，他们很
满意。

“五一”期间，九圩港船闸工
班长逐一核查待调度进港船舶信
息及运行轨迹，发现中高危险区
域抵通的船舶汇报相关部门进行
处理，暂不放行；另一方面，为推
动企业复工复产，船闸积极为周
边船企及装运钢结构件船舶提供
快捷过闸服务。

截至5月1日上午8时，九圩港
船闸24小时内共放行船舶412艘，
创今年新高。

本报通讯员施华敏
本报记者彭军君

小长假首日直击保畅通一线——

党员“排头兵”：劳动节我在岗

晚报讯 今年“五一”小长假是
新冠肺炎疫情转入常态化防控，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交通运输发展的
特殊时期。1日早晨5点，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市文化旅
游执法部门，兵分三路，赴汽车客运
东站、游客集散中心、南通北等地，
对南通客运市场包括旅游包车、省
际班车、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进
行专项突击执法检查，当天查获10
起违法违规案件。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稳
定，短途旅游也迎来了小小复苏。
上午7时许，在南通客运东站，前往
启东黄金海滩的旅游包车正在上

客，旅客在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
后，陆续登车。车辆营运资质和司
机从业资质是否齐全、包车线路牌
和发票是否合规……交通、文化执
法人员现场展开车辆资质、车况、从
业人员证件等检查，确认班车资质
完整、导游合格后，车辆准点发车。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一大
队大队长薛毅告诉记者，通过对旅
游集散中心、南通东站专线旅游包
车检查，总体情况向好，但仍存在包
车协议与实际人数不符等问题，目
前已要求对方立即整改，进一步做
好人员核查工作。

“执法部门对道路旅客运输市

场经营行为实行长效管理，不只是
在黄金旅游季，希望广大运输企业
和驾驶员树立红线意识，共同维护
好道路运输市场安全稳定，不要存
在侥幸心理。”薛毅表示，作为日常
重点检查内容，执法部门采取“线
上”行车轨迹查询、“线下”路检路查
双结合的模式，确保客运班线规范
经营，在出入城区重要路口、主要线
路重点路段，蹲点稽查、流动巡查。

据统计，截至上午10时许，执
法部门共查获违法违规客运班车7
辆、货运车辆2辆和非法营运的“黑
车”1辆。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方宣 朱红

我市开展假期客运市场专项检查
一天查获10起违法违规案件

晚报讯 “之前听说给孩子
办证要跑很多地方,没想到现在
一次就能把所有证件全部办好，
实在太方便了!”4月27日上午，
在如皋市公安局丰乐派出所为刚
出生的儿子办理出生登记、医保
登记和社保卡申领业务的市民黄
国峰高兴地说。

当天上午10点，黄国峰来到
丰乐派出所户籍窗口，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填写办证相关资料，
提供身份证、结婚证等相关材料，
不到半小时就轻松完成儿子的新
生儿出生申报户口登记的所有手
续，成为南通首个新生儿“出生一
件事”受益家庭。

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如皋市公安局牵头的“出生
一件事”被列入一件事改革清单，

群众在派出所办理新生儿出生登记
时，可同时提出“出生一件事”办理
的需求，户籍民警在办理户口登记
后，将相关信息录入一件事平台模
块，平台将自动向医保局、社保局推
送数据，通过平台就能一站式办理
新生儿出生登记、医保登记和社保
卡申领三个事项。

“改革措施打破以往逐项办理
的流程，实现医保参保登记和社会
保障卡办理登记事项并联办理。”如
皋市公安局法制大队行政服务科科
长高艳春说，如皋是南通首个推进
改革的地区。目前，如皋市公安局
将锦绣派出所、丰乐派出所、经济开
发区中心派出所和如皋港中心派出
所作为试点单位，一个窗口，一次办
结，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记者张亮 通讯员陈园园

出生登记、医保登记、社保卡申领，一个窗口一次办结

南通首例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顺利办结

晚报讯 政府采购事前公开
不够，容易引发供应商参与竞争
不充分、甚至质疑投诉，造成二次
采购的现象。记者4月30日从
市财政局了解到，针对这一系列
问题，南通市财政局结合中央深
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
和本地实际，在全省率先试行政
府采购需求公示暨采购文件征询
意见，以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
明度，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政府采购需求公示暨采购文
件征询意见由组织实施采购的单
位负责，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市政府采购网）——意见征
询”模块发布。市政府采购网对
发布主体的身份和需求公示的完
整性进行核验，核验不通过的退
回重新制作。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处负责人
杭永圣告诉记者，市本级拟实施
的200万元（含）以上的货物、服
务类政府采购项目，除涉密采购、
已实行单一来源采购公示和因不
可预见的原因急需开展的采购项
目外，组织实施采购的单位均应
发布政府采购需求公示暨采购文
件征询意见。需求公示的内容为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主要功能或者目
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支持科技、
绿色、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需满足
的要求；采购标的需执行的相关标
准、规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
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服务标
准、时限等要求等。

“采购需求是否完整、是否出现
倾向性条款，供应商资格条件是否出
现排他性条款，评分细则设置是否合
理等，这些都是采购文件需要征询的
意见事项。”杭永圣说，政府采购需求
公示暨采购文件征询意见，仅作为有
响应意向的潜在供应商了解采购单
位拟实施采购安排的参考，是采购人
吸收合法意见、有效组织采购的重要
步骤。其发布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
前，公开期限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市财政部门特别提醒，政府采
购需求公示暨采购文件征询意见应
公开未公开的，不得实施政府采
购。采购单位在实施政府采购需求
公示暨采购文件征询意见后收到异
议反馈，对照法规应修改未修改、引
发质疑进而形成有效投诉的，市财
政局将予以通报，按照相关法规给
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对相关当事人
依法给予处分和通报。记者李彤

政府采购文件公开征询意见
南通成为全省首推这一制度的地级市

体彩开奖
5月1日 21：38

福彩开奖
5月1日 21：48

7位数第200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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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5第200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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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乐彩第20200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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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选5第2020073期
4、6、11、13、14
3D第2020073期
6、8、5

旅客在汽车站排队购票。 何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