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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双色球”（第2020087期）
红色球号码：11 15 20 23 25 33
蓝色球号码：10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5注 7940558元
二等奖 44注 417692元
三等奖 1430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5139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0203期）
中奖号码：1 3 5 8 11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97注 2054元
二等奖 5004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59万元。
福彩3D（第2020203期）
中奖号码：1 0 0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603注 1040元
组选3 991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197万元。
体彩“7位数”（第20116期）
中奖号码：7 5 3 5 8 8 4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3注 15536元
二等奖 50注 1864元

体彩“排列3”（第20202期）
中奖号码：2 6 0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610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999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0202期）
中奖号码：2 6 0 4 9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85注 100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0 年 9月 7日江苏中奖注数

94828注，中奖金额1863814元。

体彩·情报站

体彩大乐透1800万
头奖花落无锡
9月7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第20086期，为国
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841
万多元，全国开出6注一等
奖，其中1注1800万元追
加头奖花落无锡。奖池方
面，当期开奖后，8.01亿元
滚存至9月9日开奖的第
20087期。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江苏抗疫 像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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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名将邱海波：
1月以来，在外鏖战整整185天！

9月6日上午10时，南京开往北京
的高铁开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邱海波教授坐在车
上，拿出笔记本电脑又开始忙碌起来。
几天前，他刚刚从新疆完成救治任务返
回南京，从武汉到哈尔滨，到吉林，再到
乌鲁木齐，今年1月以来，他在外鏖战了
整整185天。

此次表彰，邱海波获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两项荣誉称号。邱海波说：“这对我个人
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党和政府给了我们
这么高的荣誉，对我们来讲，今后需要更
多地学习、提高。”

●“拼命三娘”孙立群：
有勇有谋才能打赢没硝烟的“战疫”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群获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作为第
一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南
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主任医师孙立群心中有个目标，那
就是“零感染，打胜仗”。在队员眼里，孙
立群就是一个“拼命三娘”！战场上光是
冲在前面挡子弹，远远不够，关键还要想
办法让敌人射不出子弹来。有勇有谋，
才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孙立群感言，获得这份荣誉很荣幸、
很激动，更多的是感谢感恩。在今后的
工作中，她将继续弘扬抗疫精神，在平凡
中做不平凡的事，牢记医者的使命担当，
全力护佑百姓健康。

●中医队长史锁芳：
让祖国医学瑰宝福泽人民群众

在本次颁奖典礼上，江苏省中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中医师、第三批国家援鄂
中医医疗队江苏队队长史锁芳荣获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手捧红灿灿的荣誉证书，史锁芳既
激动又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他表示，在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起到
了重要作用，荣获这个奖项，代表了国家
对中医药的肯定和重视。“这让我感到肩
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江苏省中医院的
一名中医医生，一定不负众望，不辱使
命，将中医药的精髓传承好、发展好、利
用好，让祖国医学的瑰宝福泽广大人民
群众。”

●●黄石领队鲁翔黄石领队鲁翔：：
出征支援湖北，是“天职”

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附属逸夫医院
院长、江苏援湖北医疗队副总指挥、江苏
对口支援黄石医疗队领队鲁翔被授予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鲁翔说：“出征支援湖北，是医务人
员的天职，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们义无
反顾，而今天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党和国
家对我们医务工作者的高度评价。我
想，这份荣誉不仅仅是个人的，这也是对
我们整个医疗系统的肯定，是对前方和
后方医务工作者、对湖北本地以及各省
支援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铁娘子”刘云：
为人民筑一道“新的长城”

刘云是为数不多带队出征、驰援武汉
的“铁娘子”。她率领江苏省人民医院
200多人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
医院重症监护病区，后又带领医疗队转战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此次获评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刘云说，作为一
名医护工作者，国歌时刻激励着她和队
员们为人民筑一道“新的长城”。这份荣
誉并不属于她个人，而是属于背后的国
家、省、市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也属于
江苏省人民医院和她一起并肩战斗的医
疗队的“孩子们”。

●“南京二队”队长戚建伟：
创造了患者“零死亡”的战绩

江苏援鄂医疗队南京二队队长、南京
市第一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戚建伟荣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接受记者采访时，戚建伟说：“南京
二队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中实现
了‘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医疗
零差错’的目标，后期我们也一定能够筑
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大防线，鼓足干劲，
知难而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夺取抗
疫斗争的全面胜利。”

●南京市第二医院：
弘扬抗疫精神，做好常态防控工作

在本次表彰中，南京市第二医院（江
苏省传染病医院）党委等4个江苏集体
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南京市第
二医院党委书记张国有表示，“这份荣誉
是党和国家对我们抗疫工作的充分肯
定，我们倍感光荣和自豪。”张国有表示，
作为医卫代表，他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慎终如
始，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和正
常医疗工作，在公共卫生体系和能力建
设中发挥二院人主力军作用，为取得抗
击疫情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昨天昨天，，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堂隆重举行，，江苏江苏6464位荣获抗疫国家级表彰的个人及集体代位荣获抗疫国家级表彰的个人及集体代
表接受表彰表接受表彰。。这些获得先进的个人和集体都有着怎样的故这些获得先进的个人和集体都有着怎样的故
事事？？对于获表彰对于获表彰，，他们又有怎样的感想他们又有怎样的感想？？记者第一时间采访记者第一时间采访
了相关当事人了相关当事人，，勾勒出一幅江苏抗疫勾勒出一幅江苏抗疫““群英像群英像””。。

扬子晚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紫牛新闻记者 杨彦杨彦 蔡蕴琦蔡蕴琦

受表彰的江苏抗疫英雄

今天，我们有限的版面不能一一展现所有江苏抗疫“群英像”，但这不妨碍他
们在8000万江苏父老乡亲和14亿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他们永远是江苏的骄傲!

鲁翔

邱海波

刘云

孙立群

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徐 辉 （女）南京市中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
骆 婷（女）徐州市鼓楼区牌楼街道鼓楼花园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周海江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朱 斌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运政稽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蒋大为 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建淮派出所所长、淮安区石塘镇

党委政法委员
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南京市第二医院（江苏省传染病医院）党委
南通市崇川区和平桥街道北濠东村社区党委
盐城市公安局机关党委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孙立群（女）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史锁芳 江苏省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中医师
鲁 翔 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院长
刘 云（女）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钱红英（女）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
武 鸣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黄 茂 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杨 毅（女）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李娟娟（女）扬州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
徐 辉 （女）南京市中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
戚建伟 南京市第一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陈静瑜 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主任
余加席 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徐天敏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建平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
缪愿戍（女）南通市肿瘤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陈晓兵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通灌院区门急诊党支部副书记
郑玉龙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张红军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主任医师
赵俊霞（女）丹阳市延陵镇卫生院护士长
马智龙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长
王家猛 宿迁市钟吾医院大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石健峰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
任晓波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健康监察专员
傅仕伟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宁淮高速公路南京管理

处党总支书记、处长
杨广学 江苏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黄亦珉 江苏省签证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谢高云 苏州艾旺纺织品有限公司生管部经理
孙兰兰（女）现代快报社融媒体中心主任
金 雷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发展处副处长
梁 茹（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疾病预防控制所

副所长
张新宝 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党委副书记、副支队长
周海江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骆 婷（女）徐州市鼓楼区牌楼街道鼓楼花园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王惠良 常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朱 斌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运政稽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朱林志 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执法员
肖 伟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大为 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建淮派出所所长、淮安区石塘镇

党委政法委员
苏荣华 盐城市卫生监督所党总支委员、副所长
席向振 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五处二级主任科员
凌建锋 镇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陈霞云（女）泰州市海陵区城南街道锦绣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张成莉（女）宿迁市公安局督察支队政委

江苏省支援湖北医疗卫生队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第二医院（江苏省传染病医院）党委
南京禄口机场海关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州市涉外疫情防控专班
南通市崇川区和平桥街道北濠东村社区党委
灌云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盐城市公安局机关党委
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党委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