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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天，《南通市人民政
府关于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
盔的通告》通过政府网站对外发
布。9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驾乘人
员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将处
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
款。

为依法加强电动自行车驾乘人
员的交通安全管理，提升电动自行
车驾乘人员的交通安全防护意识，
预防和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后

果，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
财产安全，根据《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
理条例》的规定，南通市人民政府发布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驾乘电动自行
车佩戴安全头盔的通告》。《通告》自
2020年9月1日起施行，明确在本市
行政区域内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人
员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通
告》实施后，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未按
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按照《江苏省电动自行

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处警
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今年5月15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电
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于今年7月1日
起正式施行。这是我省在全国省级层
面率先就电动自行车管理制定专门地
方性法规。《条例》对驾驶、乘坐人员佩
戴安全头盔作出强制性规定，并结合
各地实际，授权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
定具体实施的时间和区域。记者张亮

晚报讯 来南通帮子女
带孩子、在通务工做个小买
卖，但是医保只能在老家交，
看个病还得备案异地就医。
昨天，市医保局传来好消息，
即日起，此类非南通户籍但在
南通常住的人口可以在南通缴
纳居民医保了。

据介绍，持我市居住证居
民、在外地未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有意愿参加我市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可凭居住证或暂
住证满3个月后在常住地乡镇
（街道）、村民（居民）委员会或
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所（站）办理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

续，按规定享受我市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

符合上述条件的居民办理参
保缴费时，按居住证或暂住证所
属地的居民医疗保险筹资标准执
行，并享受同等财政补助标准。

“目前南通医保已实现市级统筹，
全大市范围内居民医保享受同等
待遇，政策范围内居民医保住院
报销比例达70%以上，大病保险
报销比例不低于60%。”市医保局
相关负责人提醒有意愿的居民，
可以选择现在缴费、次月享受待
遇，也可以年底缴费参加明年的
南通居民医保。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1日中午12时，
我市各大港口部分渔船结束
伏季休渔，开往渔区作业。昨
天一大早，记者看到，一艘艘
渔船正加足马力开进吕四渔
港，沉寂了3个月的渔港又热
闹了起来，“第一网”东海海鲜
上岸了。

据了解，今年伏季休渔时
间5月1日12时至9月16日
12时，江苏省内北纬35度至
26度30分的黄海和东海海域
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其中桁
杆拖虾、笼壶类、刺网和灯光围
（敷）网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
时至8月1日12时。

启东全市共有渔船 733
艘，其中有221艘渔船8月1日
结束伏季休渔开始出海捕捞作
业，目前部分出海作业的渔船
满载而归，停靠在码头后，一箱
箱渔获被搬运上岸，渔民们马
上进行分拣。南通国安水产有
限公司码头负责人贾立明告诉

记者：从这两天出海作业的情况
看，产量要略高于往年。现在主
要的渔获有梭子蟹、金钩虾、鲳鱼
等，其中梭子蟹的量最大。

记者看到，这些新鲜的海产
品上岸后经初步的分拣，很快就
被早早等候在此的商贩们一抢而
空。据悉，除了本地小摊贩三筐
五筐地拿货、供应本地市场需求
之外，相当一部分渔获销售到上
海、福建、浙江等地。

从启东渔政部门统计的情况
看，截止到今天，出海作业的221
艘渔船中已有150多艘渔船回港
卸货，而余下的渔船在这两天也
将陆续返港。

记者了解到，随着出海渔船
不断进港，新鲜的海产品价格比
较平稳，经过严格挑选、质量最好
的梭子蟹，价格在每500克35元
左右，一般统货每500克20元左
右。吃货们，又到了大快朵颐的
时候了。

记者黄海 通讯员鲍欣欣

南通政府网站对外发布通告

下月起，骑电动车不戴头盔将被罚

全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非南通户籍常住人口
也可以参加居民医保

吕四渔港出海捕捞渔船纷纷归港

第一网梭子蟹已上岸
吃货们可大快朵颐了

读 者 宋 志 红 来 电（0513-
85110110）咨询：听说跑步有利于
减肥，但一些朋友说跑步容易损伤
膝盖，请问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卞

保应对此问题作了解答。
“膝关节是人体关节运动负重最

大的关节，日常需要通过运动增强其
功能，否则会功能退化。”卞保应强调，
事实上跑步本身不会损伤膝关节，无
论是资深跑友还是业余跑者，如果跑
步前热身不足、跑姿不对、体重过大、
训练量过大，或是膝关节本身就存在
问题，这些情况都会损伤膝盖。

卞保应对跑步中损伤膝盖的几种
情况作了具体解释。他说，跑步前不
热身，容易导致肌肉内代谢减缓，黏滞

性增加，肌肉的收缩和舒张速度降低，
这样会使肌肉力量、韧带韧性和伸展
性减弱，从而发生肌肉剧烈收缩现象，
造成运动损伤。还有，跑姿错误容易
造成损伤。统计数据显示，人在跑步
时膝盖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4倍，对
于体重较大的跑步爱好者来说，需要
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锻炼。有膝盖
损伤史的跑友，不妨在专业人士指导下
锻炼。还有一种情况是跑步过量，因此
每次跑步前设定的目标不宜过高。

记者王全立

晚报讯 自7月1日沪苏通长
江公铁大桥正式通车运营以来，不
少南通去上海方向的旅客选择乘动
车出行，帮助解决了在苏通大桥上
拥堵的问题。周末选择常熟、张家
港短途游的团队明显增多，特别是
周末上午9点左右开往上海方向的
车，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

据统计，公路客运方面，受沪苏通
长江公铁大桥通车运营和疫情双影响，
南通长途车客流暂无上升趋势。7月份
南通共安全运送旅客61.2万人，环比
6月份运量63.8万下降4.2%。

铁路客运方面，7月份南通站客
发送25.24万人，南通西站客发11万
人。7月份苏南到南通、南通西站共

14.2万人，日均4581人。南通站去上
海方向各次列车实际上座率25.9%，
南通西站去上海方向上座率89.4%。
南通至深圳北的D918次7月份共发
送2128人，上座率19.5%。南通至广
州南的G1304次 7月份共发送7013
人，上座率20.3%。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施华敏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运营首月

周末9点去上海 动车票一票难求

经常跑步容易损伤膝盖？
专家说：关键看你怎么跑

昨天，一轮圆月出现通城上空。
盛夏之夜，天气晴好，市民“仰望苍穹
里，招手邀圆月”。俗话说“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但是今年的农历六月里，
十五的月亮却是“十四圆”，最圆时刻
出现在昨天23时59分。天文专家表
示，21世纪这100年中，这种情况仅
会出现6次。 钱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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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7日，体彩大乐透第20068期开奖，
前区开出号码“15、20、23、26、33”，后区开出
号码“02、08”。该期销量为2.75亿元，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9925万元。

该期全国开出 5 注一等奖。其中 1 注
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
等奖，花落浙江温州；另外4注100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分别为河北唐山和江苏南京各中
出1注、浙江杭州中出2注。

由于河北唐山、江苏南京、浙江杭州这4
注一等奖没有采用追加投注，在单注一等奖方
面，少拿了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错过中得
1800万元封顶大奖的机会。

该期，二等奖中出110注，单注奖金11.08
万元。其中27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8.86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9.94万元。

三等奖中出 198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四等奖中出 996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 16996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26833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38163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755098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 7647522 注，单注奖金为 5
元。

奖池方面，该期开奖结束后，9.63亿元滚
存至7月29日（周三）开奖的第20069期。

目前，体育彩票面向全国开展的“双重好
礼 一蹴而就”奖上奖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中。你只要走进体彩实体店，购买任意面值
的“一蹴而就”即开票，如果单张彩票刮中
1000元奖级，不仅可以获得1000元奖金，还
可获赠面值1000元电商卡1张；购买任意面
值的“一蹴而就”或“全民运动”主题即开票，
通过“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点亮健康中
国”活动页面，按提示扫描票面保安区二维码，
即可获得1次扫码抽奖机会，可能会获得5G
手机、智能手表、电商卡等多种好礼。惊喜不
容错过，赶快行动起来，到身边的体彩实体店
打个卡吧。

大乐透开5注千万级头奖 南京购彩者中得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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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庆祝中国福利彩票诞生33周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于7
月27日启动福彩嘉年华系列活动。活动以“福彩生日趴，好礼送万家”为
主题，为期20天，将投入总计约1000万元的福彩体验券。

活动将在美团和大众点评两大平台同时开展，分为“增福添彩、幸运有
‘7’”“结伴双色球、骑行公益周”和“种福种彩、福运加倍”三个部分。7月
27日当天，活动参与者出生月份或日期中只要含有数字“7”即可领取福彩
体验券一张；7月28日至8月5日，活动参与者可通过自己的骑行助力扶
贫，同时可获得一张福彩体验券；8月6日至8月15日，活动参与者可通过
线上种福树的形式为福彩生日送祝福，并可通过好友分享的方式，积累福
气值使“福树”茁壮成长，领取更多的福彩体验券。获得体验券的活动参与
者可到指定的福利彩票站点兑换相应金额的福利彩票。

多年来，无数购彩者通过福利彩票奉献爱心、追逐梦想。33岁生日之
际，福利彩票邀请更多的社会公众走近福彩，体验福彩，感受福利彩票独特
的魅力。福彩生日趴，好礼送万家，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福彩生日趴 好礼送万家
体彩开奖
8月3日 21：38

福彩开奖
8月3日 21：48

七乐彩第2020072期
9、11、16、17、19、25、30+15
乐透型15选5第2020167期
1、3、5、7、11
6+1第2020072期
6、5、8、2、6、0+猴
3D第2020167期 6、4、1

超级大乐透第20071期
1、12、16、28、33+3、12
排列5第20166期
3、4、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