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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
5月18日 21：38

福彩开奖
5月18日 21：48

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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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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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海晚报》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友谊公寓11/13 3/2 145.69m2 精装 汽车位另算 362.8万
佳成花苑5/6 2/2 95m2 精装 车库13.7m2 178万
健康公寓6/6 楼中楼 19m2/108m2 楼上实用面积70m2中装 车库10.5m2 328万
姚港路22号3/6 3/阳 125m2 车库15m2中装 170万
外滩花苑2/16 3/1 115m2车库17.4m2 阳光好 198万
万濠华府底/19 3/1 157m2大花园 地暖 豪装 410万
黎明花园2/车 3/阳 134m2 精装 南汽车库 220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时代悦城 9/18 3/阳光厅/2 142m2 有车位 新坯房 350万
百昌晏园（二附学区） 2/6 3/1 125m2 425万
檀墅 1-5层 6/大厅/3 397m2整体5层、精装、直接入住 680万
星光域 13/电 3/阳光厅 96m2+储藏室+车位 新坯房 255万
城山隐洋楼 3/6 2/阳光厅 100m2 有车位 新坯房 338万
永兴花苑 1/车库 3/1 91m2+10m2车库 130万
金石大酒店公寓楼 2X/电 1/1 68m2 豪装 拎包入住 88万
健康公寓车库 31.3m2 26.8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3962944561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兆丰嘉园店面 1-4/4店面 173m2+18m2 租金18万一年 480万
晏园 2/5 三室一厅 153m2车库15m2毛坯 二附学区房 景观房 485万
悦海名邸 4/16 三室二厅 115m2毛坯 290万
第九园单体别墅 1-3/3单体别墅 547.8m2带地下 毛坯 有电梯 799万
九玺台 301/ 三室阳光厅 143m2精装 2个汽车位 450万净得
濠河名邸 6/18 三室阳光厅 165m2 豪装 495万
苏建花园城 16/16楼中楼 143m2+138m2汽车库28m2车库15m2豪装 328万

吉缘中介 孩儿巷南路62-副2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光明新村 5/5楼中楼 46m2 2-1 中装 92万 空学位
光明新村 5/5 66m2 2-1 中装 112万 空学位
光明西村 4/6 60.8m2 2-1 简装 118万 空学位
新建路新村 4/5 76m2 2-1 中装 148万 空学位
新建路新村 4/5 70.2m2 2-1 简装 135.8万 空学位
南园路18号 1楼 63m2 2-1 精装 250.8万 空学位
南园路18号 1楼 60.88m2 2-1 精装 238.8万 空学位

文峰花苑4/6层2室一厅60.2m2中档装潢双学区 222.8万
瑞丰花园1/6层3室阳光厅中档装潢133m2车库25m2 185万
天勤花园1/6层3室90m2中档装潢车库9m2 153万
景华城4/电3室2厅121m2纯毛坯满2年启秀学区 222万净
郭里园新村2/6层2室半中档装潢83m2有大平台 165万
新龙花苑3/6层3室阳光厅2卫中档装潢134m2车库8m2198.8万
鑫乾花园1/6层3室L厅1卫130m2精装南车库30m2 300万
1912春风渡中间楼层3室2厅128m2纯毛坯含车位 280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50810021 15962750368梦路中介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无忧谷房产 中天福邸3幢103号
18962871416 17805058509

东郊庄园 双拼 313m2 466万
万科白鹭郡双拼 165m2 580万
佳期漫连排别墅 1/3 3-2-2 100m2 500万
佳期漫洋房 6/8 4-2-2 120m2 340万
中南世纪花城 底楼 院子（85m2） 105.8m2 290万
天虹花园 2/5 3-2-2 140m2 350万
桂花小镇 楼中楼 4-2-2 214m2 豪装 400万
湾子头三期 3/6 3-2-2 145m2 豪装 560万

光明东村1/车 3-2-2 143m2 车16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230万
光明东村6/车 楼中楼 130/170m2 南汽车库23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268万
光明南村5/车 2-2 100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90万
锦安花苑8电 楼中楼 74/143m2 南车库22m2 汽车位 338万
学士府28/电 2-1 76m2 精装修 一附一中双学位 160万
郭里园新村4/5 2-1 72m2 车12m2 精装修 160万
城南新村5/6 2-1 62m2 精装 朝晖一附学区房 108.8万

金鼎湾中上层/电梯 建185m2+汽车位 精装 470万净 无大税
森大蒂 5/车 3-2-2 116m2 精装修汽车库24m2 城中三中二附叁学区房 300万
八仙花苑4/6楼建 130m2+大小车库中装 280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路黄金楼层 黄金位置 建91m2户型很好 4室2厅1卫毛坯 275万
文峰路17号底楼带院子 建81m2 采光好城中三中学区房 245万
吴中豪景华庭电梯中层 精装修很好 房东诚心出售 100m2 228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文峰干休所2/6楼 建66m2中装 208万净

顺和房产
苏建名都城 141m2 自带三联供小区 人车分流 环境优美 价格可议 428万
苏建名都城 108m2前排全天采光 配合满2过户 全款价格可议 310万
城市嘉苑 141m2三开间朝南 精装修 房价包含车位 配合满二过户 378万
翠园 106m2中高层 含车位 不满2 本小区最低价 206万
北郭北村 77.28m2 三中空学位 含车位 南北通透 性价比高 155万
星光域 133m2南北通透 户型方正 急售 诚购价可议 298万
中南熙悦122m2花园洋房有电梯 周边配套齐生活方便 性价比超高 270万
中南世纪花城 101m2无大税 首付高价格可议 房东急卖 228万
北濠东村 128m2送阁楼送车库 阁楼70m2左右 北濠东村性价比最高的一套 188万
都市华城 141m2启秀学区房 精装修 南北通透 看中可议价 300万
香溢紫郡 117m2中间楼层 性价比无敌 还带车位 205万
碧桂园 137m2碧桂园性价比最高的一套 品牌精装 送车位 245万
天虹花园 100m2天虹最低价的一套！车库上一楼 带车库20m2 178万
北濠桥新村 72m2 简装 满二无大税 家具家电全留 138万
炜赋人和家园 106m2电梯房中高层 视野采光超无敌 155万

买房卖房 顺和帮忙

中南世纪城5号楼101
18796152666

15日下午两点，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八
一村滨湖新居，90岁的退休民警顾克勤开始
了每天雷打不动的新闻播报，“粉丝们”早早赶
到他的工作室，等待着新一期“节目”。自去年
3月开始，这已是顾克勤的第332场开讲。

眼前的顾克勤，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丝
毫不似九旬老人。家住滨湖新居的他，每天
4点起床，花两小时精心准备当日播报的30
条新闻，“以前是一条条抄在本子上，现在用
上了网络，方便多了。”若不是亲眼所见，很难
想象，90岁的顾克勤操作电脑和智能手机十
分娴熟，每日播报的内容除了来自报纸、杂
志，网络已成为他采撷新闻的富矿，一条条新
闻提前收藏放入他的手机，手机成为他播报
的重要工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们的
日常生活要注意。”“接到民警电话办案要当
心，十有八九是骗子。”与一本正经的新闻主
播相比，老顾的播报通俗易懂，很接地气，他
全程使用南通话，说一说新闻、谈一谈感受、
讲一讲日常防范，居民们听得有滋有味。

“播到安全防范新闻时，他还会讲讲自己
的破案经历。”61岁的滨湖新居居民徐友兰

是老顾的忠实粉丝，“大家都爱听他讲，每天
不用通知，自觉都来，每次都有新的收获。”

自老顾开播以来，滨湖新居没有发生过
一起诈骗案件。能把新闻播报讲得有声有
色、卓有成效，与老顾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
退休前，他是南通市公安局刑侦科主任科员，
做了30年刑警，阅历丰富。鲜为人知的是，
因为心血管疾病，老顾50岁就开始了退休生
活。但如今的他，每天坚持快走10公里，眼
不花、耳不聋，神采奕奕。

“热情发挥余热，老顾是‘银发藏青蓝’的
优秀代表。”市公安局政治部老干部处处长黄
红兵透露，南通市区现有750名离退休民警，
围绕“畅谈奔小康、助推双胜利”主题，广大老
民警、老党员积极行动，真情诠释公安人的初
心使命，打响“银发藏青蓝”品牌。

为了方便老顾的主播工作，社区专门为他
在小区里安排了一间配套用房，市公安局为他
设立了“银发藏青蓝”顾克勤工作室。5月15
日，老顾的每日播报还引来市区退休民警和
辖区派出所青年民警代表前来学习观摩。
老顾说，自己平时爱看新闻、爱分享新闻，

“我的目标是讲到1000场。”本报记者张亮

5月17日早晨5点，海安市大公镇噇口
村，浓雾笼罩着的乡野依然像是在牛奶中浸
泡着，似醒非醒。在简短的开跑仪式后，农民
陈进背起重20公斤的铁背心，开始了他的第
81场负重马拉松。

这是他满世界参加马拉松赛以来规模最
小、规格最低的一场“比赛”。赛道是环绕村
庄的水泥路，一圈约2.05公里，他要绕跑21
圈才能凑足一个“全马”。16年前，一个偶然
的机会，陈进接触到“马拉松”并从此迷上了
这项运动。一开始，他绕村疯跑的行为还引
起了不少乡邻的误会。16年来，陈进四处参
赛，北京、上海、厦门……只要有马拉松比赛，
他都想着法子去挑战一下，有时甚至不惜提
前收割自己三亩水田的稻子。因为这股“疯”
劲，陈进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继2008年
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成为北京奥运火炬手
后，他还走进央视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典并
获得2010年度未名人士体育精神奖（提名），
再后来，他还获颁“江苏省体育达人”“全国群
众体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说起负重百场全马迎接北京冬奥会这档
子事儿，陈进坦言这不仅仅是为了挑战“另一
种可能”，更是为了通过负重20公斤参加马
拉松赛，更好地宣传北京冬奥会。早在2015
年4月北京申办之事尚未最终确定之时，陈
进就给自己树立了这个“小目标”，并将同年4
月19日在扬州举行的马拉松赛当作自己负
重百场的首场比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18年11月11日，他还在希腊雅典——世界
马拉松运动的发源地，沿着菲迪皮茨跑过的线
路向这名2500多年前的雅典“飞毛腿”英雄

致敬。这是他百场追梦之旅中的第60场。
陈进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深深感染并带

动了身边的一大帮人，受他影响，一些从不
“跑马”的乡亲也迷上了马拉松。53岁的于
晖是大公镇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当天她全程
陪跑，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二场全马。她的
第一场全马，也是因为陈进的带动。去年，
2019中国森林旅游节南通国际马拉松赛，陈
进用企业赞助的经费，包了几辆大巴，拉了
100多个跑友来南通参赛，其中就包括从未
跑过全马的于晖。许素平今年60岁，几年前
因患胃癌做了一次大手术，康复后在陈进的
带动下，也加入了海安微马队，至今已参加过
4次半马。当天，还有100多名海安微马队跑
友前来助阵。

陈进说，受疫情影响，国内国外的马拉松
赛都已停办，但只要条件允许，就一定会坚持
完成接下来的19场全马，“在北京冬奥会开
幕前，负重百场全马，是我毕生的梦想！”

本报记者江建华

九旬南通刑警天天当主播
电脑、手机操作十分娴熟，每天坚持快走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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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飞毛腿”陈进
家门口完成第81场负重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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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乐彩第2020039期
1、14、15、17、18、24、29+4
乐透型15选5第2020090期
1、3、6、10、15
东方6+1第2020039期
0、9、9、1、8、9+猴
3D第2020090期 5、7、5

超级大乐透第20038期
4、15、20、22、24+1、9
排列5第20089期
0、8、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