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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今日开奖猜号擂台

双色球第107期

3D第248期

福彩动态

常州恐龙园队 武进嬉戏谷队 金坛茅山队 溧阳天目湖队

9 月 10 日晚，中国福利彩
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7106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12、15、20、25、27、31，蓝球号
码为02。

当期双色球头奖 4 注，单注
奖金为 1000 万元。这 4 注一等
奖分落 4 地。其中，河北 1 注，吉
林 1 注，福建 1 注，湖南 1 注，共
4注。

二等奖开出 82 注，单注金
额30万多元。其中，浙江中出14
注，排名第一；上海中出 10 注，
排名第二；福建中出9注，排名第
三；山东、广东（不含深圳）各中
出 7 注，并列排名第四；此外，其
他地区二等奖均低于 7 注。当期
末等奖开出913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4∶
2，三区比为 0∶3∶3，一区断区；
奇偶比为 4∶2。其中，红球开出
两枚隔码 15、20；两枚重复号
12、25；一组同尾号15、25；两枚
斜连号25、27；蓝球则开出02。

当期全国销量为 3.46 亿多
元。广东（不含深圳）当期双色球
销量为3272万多元，高居第一；
浙江以2711万多元的销量位列
第二；山东以 2041 万多元排名
第三；江苏以 1968 万多元排名
第四；四川则以 1570 万多元排
名第五。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4.21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
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据中彩网

（福彩版6-5，挂“双色球”LOGO，栏目：彩市信息）双色球开出4注千万元头奖

9 月 5 日，我市中福在线龙
锦路销售厅传来中奖喜讯，一位
幸运彩民收获25万元最高累积
奖，这是我市中福在线9月份送
出的第1个25万元大奖。

据了解，中奖者是一位老

彩民。当天傍晚，他来到龙锦路
厅玩“连环夺宝”游戏，玩了二
十几分钟就默默离开了。当其
他彩民发现 33 号投注机上显
示中出 25 万元爆机大奖，纷纷
好奇中奖者是谁的时候，该彩

民已经买了喜烟回来，与厅内
众人分享中奖喜悦。中奖彩民
表示，当时正玩到第三关，没想
到一下子拍出 25 颗红宝石，幸
运收获了 25 万元大奖，非常惊
喜。 曹天宇

（福彩版6-4，挂“中福在线”LOGO，栏目：）中福在线龙锦路销售厅喜出25万元最高奖

为确保我市所有福彩销售
站点、中福在线销售大厅、即开
票管配站安全度夏，始终把“安
全运行、健康发展”之方针落到
实处，全面提升我市福彩安全运
行质量，自8月份起，市福彩中心
组织 3 个安全检查小组对全市
电脑票站点、中福在线大厅和即

开票管配站进行了安全检查。
从检查情况来看，全市所有

福彩销售站点、中福在线大厅、
即开票管配站都能按照消防安
全要求，严格落实安全预案，严
格实施“三防”，严格落实安全责
任人，总体安全情况良好。

针对自查和大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各负责部门通过制订
整改方案进行前期整改。市中
心则限时进行督促整改，消除
安全隐患。

今后，全市福彩依旧会保
持安全工作常态，切实把安全
工作作为福彩安全运行的第一
要务抓紧抓好。 王洁

（福彩版6-2，挂“福彩”LOGO，栏目：）常州福彩完成夏季安全工作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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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福彩完成夏季安全工作专项检查

彩市信息幸运彩民

日前，市医疗急救中心举行
了常州市 2017 年全国科普日暨
世界急救日主场活动。活动现
场，医疗急救专家为市民朋友进
行了救护知识讲解和救护演示，
让市民了解一些基本的医疗急救

常识，掌握一些基本急救技能，在
意外发生现场能从容应对，能及
时互救、自救，逐步在全社会形成
人人学急救 、人人会急救的氛
围。

汤怡晨 文 张海韵 摄

（图片新闻）专家讲解演示急救技能

本报讯 近日，央视大型纪录
片《本草中国》摄制组来到常州市
中医医院，聚焦苍术和白术这一
对本草。以孟河医派传人、常州
市中医医院院长张琪教授诊疗时
使用苍术和白术的病案为例，展
现孟河医派治病就医的故事。

在为期一周的拍摄行程中，
摄制组一行深入茅山等地，用镜
头记录苍术生长状态、茅山村民
采挖、医院药师加工炮制的全过
程，并通过对张琪教授的访谈，展
开对常州风情地貌的介绍和对孟
河医派的解读。

据了解，《本草中国》是由国
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等单位

联合推出的大型中医药文化系列
纪录片。该片以“本草”为切入
口，旨在挖掘和记录隐遁的中医
药故事，传播和普及中医药知识，
深度解密中医药文化的奥妙精髓
和悠远历史。该片第一季已于
2016 年在江苏卫视和央视播出，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实
现了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并
由中宣部对外推广局协助向海外
发行，向世界弘扬中医药文化。

此次拍摄的素材是纪录片
《本草中国》第二季第四集的主要
内容，该纪录片将于今年年底前
在江苏卫视、中央电视台等频道
播出。

（何云开 赵霅煜）

央视大型纪录片

《本草中国》摄制组走进常州

刚刚落幕的第13届全运会上，我市收获竞技项目13金和群众项目2金

历届最佳成绩，得益于创新优势驱动
央视大型纪录片

《本草中国》摄制组走进常州

专家讲解演示急救技能

9 月 8 日，第 13 届全运会
在天津落下帷幕。赛事期间，
各路体育明星赛场斗法，老将
书写传奇，新秀谱写新篇，可
谓精彩纷呈。

回顾全运征程，140 名常
州健儿在 22 个大项、116 个小
项的赛场奋勇拼搏，连战连
捷，其中 104 人获得比赛名次

（前八名），65人获奖牌。13枚
金牌、5枚银牌、6枚铜牌，金牌
数量位列全省第二的成绩，也
创下了我市参加的历届全运
会最好成绩。另外，本届全运
会新设群众体育项目，我市在
全运会乒乓球群众组也收获
了两金一银的成绩。

将“多元办队”优势
发挥到极致

集体项目，尤其是集体球
类项目，一直是常州重点关注
的项目。本届全运会，从女排
到女垒，再到女子手球，江苏
四个夺冠的集体球类项目，其
中三个与常州有关；不论是

“首冠”还是“卫冕”，常州在集
体球类项目上优异的表现，都
体现了我市在集体球类项目
上的整体优势。

本届全运会，江苏女排被
全省人民寄予厚望。而这支
冠军团队也最终没有辜负家
乡父老的期待，在全运开幕后
不久，就以6战全胜的战绩，笑
傲全运女排赛场，首夺全运金
牌。除女排项目外，包括首夺
全运冠军的江苏女手和成功
卫冕的女子垒球在内，多支队
伍的优异表现，同样是推动我
市在集体球类项目上获得突
破的重要力量。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不论
是江苏女排，还是女手、女垒
这些队伍，在他们优异成绩的
背后，不仅有运动员的辛苦付

出、顽强拼搏，更有江苏体育
通过积极改革探索，以“省市
联办”“省队市办”等“多元办
队”方式带来的全新驱动力。
而常州则把这种创新优势发
挥到了极致。

建好人才梯队
让优势项目“后继有人”

在 个 人 项 目 方 面 ，史 婧
琳、赵帅、沈铎等运动员在本
届全运会上的优异成绩，体现
了我市在人才培养和人才输
送方面的努力成果。

“现在已经不是只关注金
牌的时代了，我们现在更关注
人才的输送和培养，对于运动
员的成长，我们更注重过程。”
市体育局局长朱笑冰表示，当
前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做大
我市体育人口，建好高水平体
育后备人才梯队，让优势项目

“后继有人”。
以游泳项目为例，本届全

运会上，我市在游泳项目上获
得了5枚金牌。“我们现在参考
浙江游泳的发展模式，采用

‘一校多点’的培养方式，以少
体校为中心，同时在全市各个
全民健身中心都配备一个主
教练，让他们在周边普及游

泳，选拔苗子。”朱笑冰告诉记
者，虽然这个培养方式才进行
了不到 3 年，但现在已经取得
了一些成效，以往全市游泳比
赛一共只有 100 多人参加，今
年的全市游泳比赛，仅一个年
龄段就有 600 多人参加，这保
证了我市优质体育人才的可
持续发展。

公共体育服务
让群众体育开花结果

本届全运会增设群众体
育项目，被视为全运历史上最
为重大的改革亮点。而多年
来在群众体育工作中始终走
在前列的常州，此次在全运会
群众项目上也收获颇丰，两金
一银的成绩也体现了我市群
众体育的良好基础，以及用心
打造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以来
所收获的累累硕果。

2013年底，我市在全国率
先出台《关于购买公共体育服
务 的 实 施 办 法》，截 至 2017
年，我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
务共对外发布 115 个项目，近
两百家企业和体育组织参与
竞标，现场观摩和参与的群众
近百万人次，共吸引社会资金
超过1000万元。 郑雨露

前不久落幕的第13届全运会上，我市收获竞技项目13金和群众项目2金

（城事·家门口·金编）（1）历届最佳成绩，得益于创新优势驱动

江苏女子手球队在夺冠后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