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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
5月19日 21：38

福彩开奖
5月19日 21：48

2020年5月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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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3月12日启东32060817站点彩民斩获双色球一等奖848万后，时
隔二十多天，4月5日晚，启东彩民再夺魁，32060839福彩投注站诞生双色
球大奖987万余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0020期共产生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为
987万多元，其中江苏中出1注，被启东幸运彩民夺得，出票时间是2020年4
月5日16时38分47秒。据悉，幸运站点32060839位于启东市人民东路80
号，这家站点今年已是开店第十个年头了，当得知自己的店中得大奖时，店
主孙女士兴奋不已，6日一早便来到店里布置起来，庆贺这喜庆时刻。孙女
士说，自己的彩票站近几年销量一直不错，这次能中得大奖也是开门红，也
希望自己的彩票站越来越好。巧合的是，这次的中奖彩民与上次的中奖彩
民一样，都是花费10元随机投注，机选了5注号码，喜获大奖。

当期全国销量为3.1亿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高达6.85亿多
元，彩民朋友仍有机会收获大奖。

987万!通城彩民再迎双色球头奖！

自愿签约，
他们是市民身边的医生

“家庭医生主要在基层承担预
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
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
等一体化服务。”苏青介绍，家庭医
生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
体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为方向，提供
长期签约式照顾，并将个体与群体
健康照顾融为一体。

我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于
2012年6月在崇川区先行试点，以
妇女、儿童、老年人、慢病患者、低收
入人口等为重点服务对象，在辖区
居民自愿的基础上与居民签订服务
协议，提供连续、安全、有效的基本
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此基
础上全市逐步推开，目前，我市共组
建家庭医生团队1368个，家庭医生
工作室291个，签约人口308.13万
人，签约总户数131.49万户。

“居民或家庭可以自愿选择1个
家庭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苏青
介绍，服务协议将明确签约服务的
内容、方式、期限和双方的责任、权
利、义务及其他有关事项。每次签
约的服务周期原则上为一年，期满
后居民可根据服务情况选择续约，
或另选其他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我
市鼓励和引导居民就近签约。

目前，我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对象主要为家庭医生团队所在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区域内的常住人
口，也可跨区域签约。现阶段，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重点人群包括：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孕产妇、0-6岁儿
童、残疾人、贫困人口、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成员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结
核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

“按照国家要求，每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会组建若干个家庭医生团
队，每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人
口一般不超过2000人。”崇川区狼
山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医师张凤琴介绍，不同的家庭医生
团队服务的区域、小区是不同。家
庭医生团队组成一般为“1+X”模
式，“1”是全科医生，“X”为全科护
士、公卫医师、药师、康复师、社区卫
生服务站医师等，一般由4-5人组
成一个团队，全科医生任团队长。

抗击疫情，
他们是基层“健康守门人”

今年我国“世界家庭医生日”主
题是：携手家医，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包括
家庭医生在内的基层医务人员承担
了大量的摸排筛查、跟踪随访、医学
观察、健康宣教等工作。市卫健委
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全市40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中13例由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筛查上报，全市近2000名密
切接触者均由所在辖区基层卫生机
构负责医学观察。我市发生在如东
县栟茶镇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正
是因为基层医务人员拥有较强的防
范意识，在该病例尚未正式确诊前，
及时鉴别诊断、采取有效隔离措施，
有效避免了疫情扩散的风险，充分
发挥了“健康守门人”的重要作用。

在抗疫过程中，我市也涌现出一
批家庭医生的先进典型：有在疫情防
控前哨阵地上发挥了卓越作用的如
东县栟茶镇竹园村医生沈志相；有
坚守南通抗疫“北大门”，被“学习强
国”誉为“超级丁医生”的港闸区永
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书记、全
科医学主任医师丁祎；有“舍小家、为
大家 ”冲锋在防控一线的如皋市东
陈镇雪岸居乡村医生崔何云；有疫
情排查“决不留一丝隐患”的开发区
小海街道卫生服务中心蔡惠平……

慢病管理，
他们承担着重要职责

市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南通市
成人常见慢性病及主要危险因素流
行情况白皮书》显示：慢病已成为危
害城乡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生活
方式的不断变化，随之而来的高血
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逐渐
成为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重大公共
卫生问题。

“慢病综合防控是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的主要内容，比如，他们可以
为签约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患者酌情增加单次配药量，延长配
药周期。”苏青介绍，眼下，市卫健委
正在开发“南通市慢病管理系统”，

依托南通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整
合大医院与基层医院慢病综合防控
功能，将在慢病信息上报、监控、传
输、采集、签约、随访等环节建立完
整的慢病防控管理链。

如今，在崇川区观音山街道棕
榈湾小区，市卫健委还启动了“社区
服务中心药房外延服务”项目试点，
集小区居民慢病大数据、用药结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一体，将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药房延伸至居民小
区，减少慢病患者在疫情期间去医
院的风险，方便了群众。该试点成
功后，将在全市推广实施。

提升服务，
他们还将做得更多更好

今年6月1日，由全国人大通过
的《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将
正式施行，该法律明确要求推进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下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
《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进
一步完善和提升我市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苏青介绍，今年，我市将
进一步提升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
力，强化医护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服
务理念。优化每个家庭医生团队人
员配置，开展家庭医生团队技术比
武；安排市级医院和县级医院专家
加入到医联体、医共体所属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为其提供技术指
导；市级将围绕慢病管理、康复护
理、专项护理、安宁疗护等服务项目
开展相关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能力，让居民享受到
更优质、安全的服务。

同时，加快建设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信息系统。推进“互联网+签
约服务”，加快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
息系统建设和应用，运用互联网、手
机APP等，为签约居民提供在线签
约、健康咨询、预约就诊、健康管理、
慢病随访、报告查询等服务。

此外，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内涵。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管理为突破口，强化基层医防融
合。针对不同的居民制定不同类型
的个性化签约服务包，满足群众的
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为促进居民健
康提供基础保障。本报记者冯启榕

家庭医生日，你“签约”了吗？
市卫健委提醒市民：可自愿选择1个家庭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

5月19日是世界家庭医生日。“家庭医生不能
简单理解为到家里服务的医生，对于确实行动不
便有困难的，也可以提供家庭服务。但不是所有
的家庭医生非得要上门服务。”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市卫健委基层健康处处长苏青提醒广大市民：
居民或家庭可以自愿选择1个家庭医生团队签订

服务协议，家庭医生既可以诊治常见病和多发病，也可以提供健康评估、康复指导等，相当
于为市民找了一个熟悉的“医生朋友”，获得更方便的健康医疗服务。

晚报讯 严寒深夜里的小区
门口、医疗战线的感人瞬间、平凡
但珍贵的生活场景……5月 19
日，第十五届“五月风”文艺展示
月系列活动之“抗疫的春天 我们
在行动”——张进祥抗疫专题摄
影展在南通文艺之家拉开序幕。

在展览现场，近200幅作品
通过聚焦抗“疫”一线的最美身
影、感人事件，再现了在疫情中各
行各业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大
爱情怀，展现了通城战“疫”的无
畏精神。

今年43岁的张进祥是八一
小学的一名美术教师，他另一个

身份是市摄影家协会的会员。面对
突来的疫情，从大年初一开始，他便
走出家门，将镜头对准了坚守抗击
疫情一线最可爱的人，记录下了他
们匆忙而坚定的步伐，记录下了风雪
夜那些坚守的身影。本次展览是从
他连续拍摄两个多月，总共2万多张
照片中挑选出的40幅极具代表性的
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通城党员、
市民、群众等各行各业奋战一线的
各种场景，呈现了社会各界在疫情
防控战中涌现的典型人物和事迹。

本次展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联主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至5月
24日结束。 记者徐培钦

记录感人瞬间 展现战疫精神
张进祥抗疫专题摄影展开幕

晚报讯 为庆祝中国旅游日
的到来，昨天，如皋市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联合南通飞鹤国旅，推出
了一条品味如皋的旅游班线，当
天有 45 位南通市民只花了 58
元，就近距离感受了一番中国第
一长寿福地、中国盆景之乡如皋
的别样风味。

据了解，当天这趟班线始发于
汽车东站，于上午7:50发车，随后
8：30停靠濠河游客中心接上剩余
乘客后驶向如皋。“游客们可以在
水绘园看水榭清幽、在李昌钰博
物馆踏访名人足迹、在国际园艺
城挑选花木满载而归。”南通飞
鹤国旅负责人陈晖告诉记者。

为了配合这条线路的开通，当
天如皋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协调了
如皋水绘园，为45位南通市民免去
了水绘园景区的门票，让市民获得
实惠，有力推动了“南通人游南通”
系列活动的开展。

“今天让我尝到了正宗的如皋
特色美食，这趟班线真划算。”市民
刘先生表示。为让游客吃到地道
的如皋特色美食，在这条刚刚开通
的线路中安排了早茶中吃的环节，
以200元/桌的价格让南通市民能
够品味到如皋特色早茶文化。5月
24日，这条班线还将以58元的价格
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

记者李波

“南通人游南通”
品味如皋之旅班线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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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数第20052期
1、5、7、0、2、8、9
排列5第20090期
5、5、9、7、2

双色球第20039期
红球：2、9、10、11、16、29
蓝球：2
乐透型15选5第2020091期
2、4、5、9、10
3D第2020091期 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