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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情报站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8351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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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决定开展2021年超级大乐透派奖活动。具体玩法如下：

自超级大乐透第21039 期(2021年4月10日开奖)开
始，预计持续20期。 一等奖派奖总奖金4亿元，每期2000
万元。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且中得一等奖的彩票（含多
期票），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奖奖金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
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定的比例分配，单注派奖
奖金不超过当期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奖金。若当期一等奖
派奖奖金有结余，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派奖奖金合
并派发,依此类推,直至一等奖奖金派完为止。二等奖派奖
总奖金1.5亿元，每期750万元。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且
中得二等奖的彩票（含多期票），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奖奖
金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

定的比例分配，单注派奖奖金不超过当期基本投注和追加投
注奖金。若当期二等奖派奖奖金有结余，则顺延滚入下一
期，与下一期派奖奖金合并派发,依此类推,直至二等奖奖金
派完为止。 固定奖派奖总奖金4.5亿元。派奖期间，进行追
加投注且中得三至九等奖中任意奖级的彩票（含多期票），同
时中得派奖奖金，单注派奖奖金为当期对应奖级单注奖金的
50%。若4.5亿元派完，则固定奖派奖于当期派奖后结束，当
期派奖奖金不足部分由超级大乐透调节基金补足。

本次派奖资金10亿元，从超级大乐透调节基金列支。
若派奖活动尚未到期，但调节基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派
奖奖金时，则当期不再派奖，派奖活动结束。
本次派奖规则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解
释。感谢广大购彩者对中国体育彩票的支持！

2021年超级大乐透派奖活动的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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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快乐8”800万元奖上奖开始啦！
福彩快乐8游戏自去年10月上市以来，

一直受到广大彩民的青睐，为扩大游戏品牌
的影响力，提高购彩者的关注度与参与度，省
福彩中心自2021年3月12日至2021年4月
20日开展“快乐8游戏800万元奖上奖”促销
活 动 ，共 计 40 期（第 2021061 期 — 第
2021100期）。

活动期间，针对快乐8游戏选一、选二、选
三（中三）、选四（中四）、选五（中五）共五种奖
级开展奖上奖活动,加奖后返奖率分别达
70%、69%、69%、70.3%、70.4%。活动期间如
以上五种奖级触发最大返奖总额风险控制，

无论当期奖级实际中奖奖金多少，均由促销
资金补足至促销后奖金额。

快乐8游戏是指从1至80共八十个号码
中任意选择一至十个号码进行投注，每一组
一个至十个号码的组合称为一注彩票。游戏
共包括“选一”“选二”“选三”“选四”“选五”

“选六”“选七”“选八”“选九”和“选十”10种玩
法。投注号码可以自选也可以机选。投注方
式均支持单式、复式和胆拖。

本次促销活动力度大、奖励范围广，让我
们一起走进福彩销售点，一起“快乐8”，向快
乐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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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3/阳光厅 115m2+车位 装潢 298万
青青家园连体别墅 1-3层+地下室 350m2毛坯未住人 535万
物资大厦办公楼 独立大半层 744m2 268万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3/阳光厅 115m2+车位 精装 196万
八仙花苑（二附学区房）2/车 3/2/2 136m2+8m2（车库）精装 365万
二附学区房 2/5 2/1 63.97m2装修 290万（净）
城市之光 14/18 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幸福人家 3/电 2/阳光厅 90.5m2+29m2（南车库）精装 156万

久和中介
姚港路31号 6/6 72m2 2-1 中装 启秀房 130.8万
万濠星城16/电 99.99m2 3-2 精装 325万
濠南君邑双拼别墅地上300m2+地下300m2 毛坯2280万
越江新村 4/店 125m2 3-2 精装 138万
濠西园 2/车 101m2 3-1 车7m2 200万
都市华城 1/电 140m2 车15m2 精装 280万
中海碧林湾 1/电 128m2 3-2 毛坯 180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有土地 厂房 出售 专做厂房 商铺 办公楼 住宅买卖 代过户 免费登记 面议
虹桥新苑 5/6 三室二厅 122m2 车库17.5m2 豪装 设施齐全 195万
光明嘉苑 6/11 二室一厅 87.5m2 车库12m2 毛坯 265万
万濠禧园 9/11 四室阳光厅 153.5m2 车库17.5m2 精装未住 428万
天安花园连体别墅 1-3/3 295m2 送地下室100m2 豪装 前后各100m2院子阳光房 1258万
和谐汇景新苑 6/11 二室二厅 115m2 精装 200万净
优山美地 11/11门对门 2套打通 280m2 大平台100多m2精装 2个汽车位 59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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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濠南君邑 10/16层2室半100.5m2 精装二附启秀学区房340万
万科白鹭郡 双拼别墅 1-3层165m2 含车位2个 575.8万
福景苑 11/电 3室2厅 1卫125m2 车库8m2 毛坯 218.8万
华强城 7/电 3室2厅1卫 131m2 精装 250万一口价
星光域 5/6层 4室2厅2卫 158m2 毛坯车位一个 500万
德诚翰景园 6/电 4室2厅2卫 141m2 精装急卖 262.8万
静海府洋房 纯底楼130m2 精装院子80m2 含车位 410万
皇家花园 30/33层 4室2厅2卫 141m2 毛坯含车位 306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62750368 15950810021梦路中介

光明东村5/车 2-2 104m2 南车30m2 精装 空学位 228万
光明西村5/6 2-1 80.18m2 简装 159万
光明南 村3/6 2-1 80m2 车6m2 精装 空学位 203万
青年路新村2/4 2-1 57.18m2 简装 160万
江东广场6/车 楼中楼 68/122m2 南车库22m2 装修 248万
城南新村 4/6 2-1 59m2 车6m2 简装 96.8万
裕丰广场2x/ 电 3-2-2 170m2 简装 360万
光明东村6/7 1-1 48m2 简装 空学位 120万

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绿城玉兰公寓中层／电梯 建92m2简装 308万
学田北苑2/车库建135m2+22.13m2朝阳车库 288万净户型很好四室两厅两卫（阳光厅）
印象公馆 32/34楼 建94m2毛坯满2年 270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花苑旁建61m2 2楼 精装 空学位 255万净个税
天虹花园4／车库 建138m2+14m2车库毛坯 255万
花半里2x／25楼 建102m2+车位 毛坯户型好 220万
城中分校三中双学区房：紫东花苑1/车库建53m2+8m2车库毛坯空学位 118.8万全款

无忧谷房产
城北家园急卖 133m2 27F 毛坯 255万
华强城急卖 135m2/车位 3/6 洋房 毛坯 398万
望江楼急卖 76m2 1F 带店面 378万
城港世纪园 43.6m2/89.3m2 6/6 装修 148万
中海碧林湾 140.3m2 2/6 毛坯 330万
万科白鹭郡 100m2+60m2 别墅 毛坯两个车位 486万
瑞景广场 110m2 有院子装修 338万
中南世纪城 72m2 18F 66万

中天福邸3-3号
18912291839 85532728

鹏展中介 濠东路99号
85513839 13776917318

湾子头 3/6 70m2 车库5m2 城中三中双学区 310万
城北家园 27/28 133.5m2+11m2 毛坯 257万
花城三期店铺 77m2 可隔二层 原价 338万 现价268万
濠南路店铺 124m2 原价580万 现价490万
藏珑 X/电 96m2 高档小区精装拎包入住 329万
北郭北村 3/6 65m2 精装三中学区房 162万
王府大厦 X/电 187m2 朝南景观房三学区 455万
王府大厦 2X/电 215m2 南北景观房三学区 555万

东宝房产 望江楼6号楼
18751300199 18862947639

融悦华庭 4/电 101m2 毛坯三房 169万
中海碧林湾 130m2 4/2/2 装修 205万
新桥新村 62m2 4/6 102万
万象东园 4/6 64m2家电全新地铁口 115.8万
黎明花园 4/库 113m2 3/2库10m2新装满五 218.8万
1912 中/电 128m2 3/2/2 坯车位运河景观 330万
五山公寓 4/6 135m2 3/2/2/库21m2 急售 202万
中南花城三期 中层 147m24-2-2精装套型好 36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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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末出现的强寒潮，让南
通在低温、冰冻中迎来新年，至今让
人印象深刻。受北方强冷空气南下
影响，去年12月29日至31日我市出
现降雪、降温和大风天气过程，48小
时 最 低 气 温 降 幅 为 12.6℃（海

安）～17.3℃（启东），12月31日极端最
低气温-7.6℃（海门、启东）～-9.1℃
（海安），全市出现强寒潮；12月 29
至 30日出现雨雪天气，中北部地
区有明显积雪，深度1～2厘米；陆
上和沿江普遍出现7～9级、海区

8～11级的偏北大风。
此次低温雨雪过程，最低气

温低且低温持续时间长，全市出
现严重冰冻。雨雪、大风、低温冰
冻对露天蔬菜、设施农业产生严
重影响。

“在食堂吃饭还可以刷脸支付，真是太方便了！”昨天中午，南通华汇
智谷科学园的食堂里，员工们在餐台上取好饭菜、刷脸扫描后迅速完成支
付。南通农商银行新城支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安心食堂”以安心会员系
统为支撑，园区管理方向员工的二类账户批量进行餐补充值，在园区食
堂、便利店等商户实现“刷脸”消费。 记者张水兰 通讯员姜浩

我市发布去年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多项数据创历史极值

2020年，全市平均气温达历史第四高值,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第四多
雨年,日照正常,先后出现寒潮、大风、暴雨、强对流、高温、台风、雾和霾等灾害性天
气。昨天，市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0年南通市重大天气气候事件，进一步
提高全社会气象防灾减灾意识，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据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严
迎春介绍，近年来，我市极端天气增
多，极值不断被打破。2020年，全
市共出现 21 次区域性强对流过
程，19次伴有短时强降水，3次伴
有冰雹，17次伴有雷暴大风。全

市各站平均气温 16.1（如东）～
17.0℃（启东），较常年偏高 0.7℃
（如东）～1.5℃（启东）；全市平均
气温16.6℃，达到历史第四高值，
较常年同期偏高1.1℃；其中如皋、
海门和启东3站创历史最高纪录，

南通和通州站为历史第三高值。
受偏强副高控制，南通去年8月高
温日数18天，刷新了同期历史纪
录；8月11至21日连续11天出现
高温天气，连续高温日数位列历
史第二。

■ 8月高温18天，刷新同期历史纪录

去年，我市梅雨期长、梅雨量
多、强降水过程频繁。2020年6月
9日入梅，偏早（常年6月20日）；7
月 22 日出梅，偏晚（常年 7 月 13
日）；梅雨期达43天，偏长（常年23
天），为1981年以来第3长；全市
梅雨量384.3～688.4毫米，是常年

的1.7（如东）～2.9倍（海门），位居
1981年以来第2（海门、启东）～5
（如东）。2020年夏季（6月~8月）
降水显著偏多，全市累积雨量
638.3（如皋）～1119.9（通州）毫
米，是常年1.3（如皋）～2.2倍（通
州），其中，通州创1961年以来历

史极值，启东、海门和南通创历史
次极值；全市共出现 6 次暴雨过
程，其中4次区域性暴雨过程；最
大1小时雨量89.8毫米、最大24小
时雨量257.8毫米、最大过程累积
雨量300.8毫米，均出现在通州（8
月28日~29日）。

■ 梅雨期长量多，多地冲击“排行榜”

■ 强寒潮来袭扰，“速冻式”降温直喊冷

一直以来，我市气象部门秉承
“以人为本、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
气象服务理念，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加强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工作，及

时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和灾害性天气
预警信号，努力做好各项气象服务
工作。2020年共发布各类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111次，制作报送决策

气象服务材料346期、农业气象服
务材料125期，发送重要气象信息
短信925次。

本报记者俞慧娟

■ 关注天气变化，气象服务时刻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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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花悄然盛放，一场极致浪漫的花事正在通城大地上演。每年4
月，到南通博物苑看百年紫藤花开，既是赴一场春天的约会，也是对先贤
历史的铭记。 记者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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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