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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第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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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中彩网：www.zh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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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恐龙园队 武进嬉戏谷队 金坛茅山队 溧阳天目湖队

13569 02789 13458

福彩

福彩动态

04 07 17 23 27
30 31 +02 03

02 10 12 18 20
22 33 +05 15

06 08 11 18 26
28 30 +07 11

06 08 16 22 23
24 29 +09 12

注：上期
猜号中，武进
嬉 戏 谷 队 荐
中 3D 组选号
码。

幸运彩民

02378

福彩刮刮乐“冠军荣耀”
为迎接第 21 届世界杯足球赛
而设计，是一款运动主题彩
票，构思独特，风格直观，金色
奖杯与足球象征胜利，呼应主
题。画面采用黑色看台和绿
色球场造型，加以蓝色星芒点
缀，烘托出夜晚灯光下的绿茵
赛场。小组赛至决赛赛程的
文字及抽象的球场对决阵容
图与玩法区巧妙搭配，年份、
球鞋、大力神杯和冠军球队等
相关素材象征着夺得冠军荣
耀的精彩历程，彰显赛后胜利
的喜悦，颇具收藏价值。

“冠军荣耀”面值10元，共
有10个奖级，15次中奖机会，
最高奖金20.18万元。游戏规

则：本彩票共有 3 个玩法，3 个
玩法区内的中奖奖金兼中兼
得。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在同
一年份中，如果“我的球队”与

“冠军球队”相同，即可获得该
“我的球队”右侧所对应的奖
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玩法
二：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冠
军荣耀”短语，即可获得该短语
下方所对应的奖金。玩法三：
刮开覆盖膜，在同一队游戏中，
从“小组赛”开始，刮出“胜利”
图符，即可按照箭头指示方向
前进；刮出“淘汰”图符，则不能
前进。如果能到达“奖金区”，
即可获得该队游戏奖金区内所
对应的奖金。共有6队游戏，中
奖奖金兼中兼得。 常福

“冠军荣耀”刮刮乐，邀你共赏世界杯 彩票速递

近日，我市中福在线再
迎中奖潮，3 天送出 2 个累
积奖。

6 月 19 日，龙锦路销售
厅首先传来中奖喜讯，一位
幸运彩民喜获 23 万多元累
积奖。据了解，中奖者是一
名年轻彩民，经常光顾龙锦
路大厅，总是一个人安静地
玩。19日吃过晚饭后，他想
着放松一下，就来到厅里休
闲，玩起了时下最热门的

“连环夺宝”游戏。19 点 49
分，屏上一下出现了 24 颗
红宝石，并弹出“恭喜中奖”
字样。被问及中奖感受时，
中奖彩民十分淡定，微笑着
表示，玩中福在线就是娱乐
和放松，同时还能献爱心，
没想过中大奖什么的，这次
意外收获大奖，自然非常开
心，但不会因此改变一贯的
购彩心态。

6 月 20 日 ，金 坛 华 城
路销售厅也迎来了喜讯，
一位幸运彩民在 3 号机器
前 中 得 了 19.7 万 元 大 奖 。
当天中午，该彩民以每路
200 分玩“连环夺宝”游戏，
13 点 50 分左右，屏上一下
出现 20 颗祖母绿，一下拉

空奖池 19.7 万元奖金。该
彩民非常高兴，把这个好
消息告诉了朋友们，有的
朋友还不相信，感叹：“这
个从来不相信能中大奖的
人今天也中了！”他表示，
他会一直关心中福在线，
关注公益事业。

当天晚上，武进莱蒙城
销售厅也传来了捷报，一位
彩民喜获“连环夺宝”累积
奖 4.9 万元，至此，武进中福
在线今年已中出 18 个全国
累积奖。当晚 20 点多，该
彩民正坐在 12 号投注机前
玩“连环夺宝”游戏，当游戏
进入第三关，屏幕上突然出
现了 24 颗红宝石。尽管累
积奖池不足25万元，只收获
了近 5 万元的奖金，该彩民
仍然满脸喜悦，原来这已经
是他第3次在武进中福在线
拍出累积奖了，他表示，今
后还会继续支持福彩事业，
保持平常心购彩。

曹天宇 燕军 周锋

我市中福在线三天两出累积奖

为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意
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6月15
日上午，金坛福彩邀请消防官
兵进行了消防安全培训，工作
人员及中福在线员工参加了此
次培训。

消防官兵采用图文并茂的
方式，通过真实的火灾案例讲

解，使全体人员对火灾的危害
性、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及在
险情中的正确处理措施有了全
面的了解。培训过程中特别讲
解了电器、煤气、燃气等各类火
灾的扑灭方法，及如何正确使
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
器等消防器材。

通过此次培训，大家学到了
更多的消防安全知识，掌握了灭
火方法及消防器材的使用，进一
步增强了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和自救能力，提升了应对突发事
件的处理能力，将为全区福彩发
行工作的安全健康发展提供更
有力的保障。 燕军

金坛福彩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本 报 讯 车 斗 式 绿 色 厢
体、一次最多装载量达8吨、使
用后用绿色帆布覆盖⋯⋯近
日，一种钩臂式车厢亮相武进
区路劲城二期 A 区装潢垃圾
收集点。这是武进区继推行
装潢垃圾收集点后，率先在我
市推行这种便捷车厢，以方便
居民和工人对小区内装潢垃
圾的处置。

据介绍，武进区于去年在
我市首先推行装潢垃圾收集
点，数量达109个，基本上实现
了装潢垃圾收集点对武进城区
小区的全覆盖。除此以外，武
进区还选出8家有资质的装潢
垃圾运输企业，利用70辆运输
车辆对垃圾进行清理运输。运

行一年多来，头批垃圾收集点
解决了装潢垃圾无处堆放等问
题，方便了市民，但同时也存在
着无序乱放及运输噪音、扬尘
等二次污染现象。

为进一步解决存在的问
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武
进区城管局创新地采取了在
小区放置新式便捷车厢的办
法。工人把垃圾运到收集点，
就可以很方便地把垃圾倒进
放置于垃圾收集坑内的钩臂
式车厢里。车厢底部有四个
小的车轮，运输垃圾的车辆很
轻松地就可以把车厢拉到车
上运走，既节省了装运时间，
又防止了因处置垃圾而造成
的二次污染。

“垃圾一满，绿色帆布一
盖，小区物业就联系运输车辆
过来拉，非常方便。”武进区城
管局特种垃圾管理站副站长
徐逸伟介绍，目前，新式车厢
只布置了一个站点，等到时机
成熟，将会在武进新建小区铺
设开来推广。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
展，我市装潢垃圾数量逐年递
增。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
常州市产生装潢垃圾总量约
为 100 万吨。根据我市绿色
建筑产业规划要求，近年来，
我市大力发展包含装潢垃圾
在内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示范项目，对建筑垃圾进行可
重复利用式处理。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3家
专业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处理单位，其中，春秋华城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主要处理装
潢垃圾，目前处理范围主要在
武进区。

“去年，我区装潢垃圾处
理量达 26 万余吨，今年年初，
我们把装潢垃圾资源化处理
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城区附
近的乡镇，处理量会更大。”武
进区城管局特种垃圾管理站
副站长徐逸伟说。

（徐蘅 吕洪涛 图文报道）

防止装潢垃圾收集产生二次污染

运输装潢垃圾，武进率先用上新式便捷车厢

本报讯 日前，武进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湖塘镇广电路上
的无证餐饮店进行了专项集中
整治。

前期调查发现，广电路上有
无证餐饮单位 16 家，他们都是
办不到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这是因为，根据《常州市餐
饮业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在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
住综合楼，在商住综合楼内与居
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均禁止
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
和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因此，
广电路上部分区域的沿街店铺

不符合开办餐饮店的条件。
近日，武进区市场监管局进

行了集中现场执法检查。按照
“疏堵结合”的原则，执法人员对
无证餐饮从业人员进行了法律
法规宣传，现场发放了《餐饮服
务单位责任告知书》，重点宣传
经营户和经营场所所有权人对
无证无照餐饮经营行为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同时向无证餐饮店
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
店方立即停止经营活动，对于执
法检查当天没有开门营业的店
铺，将会持续跟进，确保整治到
位。 （唐鑫 胡艳）

武进区市场局进行现场专项集中整治

广电路上16家无证餐饮店被关停

本报讯 本月 23~30 日，由
市书法家协会、苏州大学社会学
院主办的“艺海文心——方鸣书
法篆刻艺术常州展”亮相我市环
太湖艺术城文化艺术中心。

方鸣早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
学档案系，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中国榜书研究会会员、中国
硬笔书法协会常务理事。他的艺
术创作以篆书、行书和印章篆刻
为主，作品多次参展和获奖。

此次展览展出了方鸣作品
70 余幅，包含篆书、行书、楷书
等。 （刘懿 施婷婷）

方鸣书法篆刻艺术展亮相

武进在我市率先推行新式装潢垃圾收集车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