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擒大乐透2注1363万大奖

奖池7.8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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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情报站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MEIRICAIXUN

福彩“双色球”（第2021076期）
红色球号码：3921233032
蓝色球号码：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4注 7982765元
二等奖 87注 171423元
三等奖 1448注 3000元
福彩“15选5”(第2021179期)
中奖号码：15691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37注 5299元
二等奖 3175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179期)
中奖号码:994
奖等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每注金额
单选单选 517517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11561156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00注注 173173元元
11DD 4949注注 1010元元
22DD 2424注注 104104元元

本期投注总额本期投注总额246246万元万元。。

福彩“刮刮乐”
2021 年 7 月 7 日 江 苏 中 奖 注 数

125878注，中奖金额2501498元。
体彩“7位数”（第21102期）
中奖号码：2376595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注 34712元
二等奖 27注 2571元

体彩“排列3”(第21179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886666
奖等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直选 805注 1040元
组选3 1706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179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8866662277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14注 100000元
福彩“快乐8”(第2021179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2 44 55 88 99 1111 1313 1717
3030 3434 3535 4545 5050 5454 5656 6565 6666
737375757676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中
心开奖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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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大乐透第
21077期开奖，本期全国共
开出4注一等奖，其中2注
为1363万元追加投注一等
奖，均落于江苏南京；2注为
757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分别落于江苏苏州、浙江嘉
兴。目前，大乐透奖池高达
7.89亿元 ，敬请关注。苏彩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南消
宣 武家敏 记者 陈勇 梅建明）

“鼓楼区幕府西路高架桥下积水”
“江北新区丽都雅苑地下车库积
水”“鼓楼区水关桥油运小区旁道
路积水，水深约60公分”“姜圩路
小区 57 号楼 2 单元 103 室积
水”……7月8日10时，南京市气
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随后一
场暴雨突袭南京城，导致城区多
处积水严重，南京消防和市政管
理等多部门迅速出动，调集力量
参加排涝抢险，确保道路畅通和
市民出行安全。

在淹水较轻的点位，消防员、
交警和市政管理工作人员等联
手，通过人工助排方式，打开雨水
篦子、窨井盖等，紧急疏通堵塞的
排水管道；为加快道路排水通畅，
在淹水较严重的点位，安排消防
车水泵对积水面积过大的低洼路
段进行强排，同时利用消防车泵、
手台机动泵和浮挺泵进行抽水。

排涝过程中，一些周边居民

出行被困，排水人员一边组织抽
水，一边想办法帮助居民脱困。
在浦口区万寿路浩森海工门口，
一辆轿车因雨天路滑，导致车轮
被卡窨井，排水人员第一时间展
开施救，迅速让车辆脱险。而在
鼓楼区幕府西路高架桥下附近，
多辆小轿车和电动车抛锚，排水
人员启动3辆消防车抽排积水，排
障车拖出抛锚轿车，约40分钟后，
经过紧张排水工作，道路交通恢
复正常。

“南京近期多有雷雨大风等极
端天气，我们将根据气象预警，有
针对性地组织街面巡查。目前，
我们在一些重点易积水区域前
置部署10辆消防车60名指战员巡
查除险，确保
在第一时间
发现险情、处
置险情。”南京
消防指挥中
心参谋赵洋
表示。

夏日限定烦恼——“驱蚊大战”又
上演了。未来几天哪里将掀起“人蚊大
战”？哪里将“默默无蚊”？江苏省气象
服务中心、中国天气网、榄菊集团联合
推出2021年“全国蚊子预报地图”。该
地图显示，7月8日-9日，四川盆地东
部、江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
大暴雨。温热潮湿多雨的气象条件适
宜蚊子生长，上述地区蚊子较多。

相比白天，夜间蚊子会明显增
多。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安徽、江
苏、湖北、重庆、台湾等省区市的部分
地区上演了“人蚊大战”。今天夜里，

“人蚊大战”区域分布变化不大，但范
围有所缩减。

此外，未来两天内蒙古、宁夏、新
疆、甘肃等地气象条件不利于蚊子出
没，蚊子相对较少，被蚊子叮咬的可能
较小，可安心外出。

通过 2021年“全国蚊子预报地
图”，用户可以查询到所在地的蚊子出
没实况数据以及未来三天内逐3小时

2.5公里的指数趋势预报。另外，用户
还可以实时提交蚊子实况反馈信息帮
助优化模型。用户可通过关注“江苏气
象”和“中国天气网”公众号，点击“蚊子预
报”菜单，或者登录中国天气网WAP端
（https：//e.weather.com.cn/wenzi/
index.html）来查询蚊子出没指数。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于丹丹

扬子晚报讯（记者 张可）7月
8日上午起，南京雨势汹汹。受强
对流天气影响，南京市自北向南
先后出现较强降水过程。扬子晚
报记者从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获悉，7月8日的降水主要
在浦口区、江北新区、鼓楼区、栖
霞区等地区。最大累计降雨量
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68.2毫米
都位于浦口老山林区。

据悉，由于降雨强度大、时间
长，浦口区白马生活广场狮山路、
江北新区万寿路隧道、鼓楼区中
山北路新模范马路口、栖霞区迈
化路路口等地出现积淹水，防汛
部门迅速应对、全力抢排。截至
下午2点，所有积淹水点均及时处
置完毕。

根据气象最新预测，预计7月
8日至10日我市自北向南先后有
大雨到暴雨，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
强降水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最大阵风7级至9级。预计累计雨
量40毫米至70毫米，部分地区70

毫米至110毫米。防汛部门将根据
降雨情况，做好玄武湖、内秦淮河、
金川河等内河水位预降，及时启动
水务设施调度指令，确保排涝通
畅。同时，做好老旧危房、高空构筑
物、广告牌、行道树、建筑工地（深基
坑、高边坡）、地质灾害点等安全检
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6月13日入梅以来，南京市共
出现4次较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分
布不均。目前，南京市长江、水阳
江、滁河、秦淮河、石臼湖、固城湖
等主要江河湖水位均在警戒以下。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
醒广大市民：关注天气预报，做好
自身安全防护，遇暴雨大风天气，
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可能
连电物体，不要在广告牌、大树、
老旧危房、高空构筑物、围墙等危
险区域行走逗留；不要在涵洞、立
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
低的地方避险；驾车路过低洼地
区或下沉路段时，注意警示标志，
切忌冒险涉水。

江苏这两天将掀“人蚊大战”
今夏全国蚊子预报地图出炉，快来查询蚊子出没指数

7月8日暴雨，南京老山雨势最大

南京受暴雨影响积水严重
多部门联动排涝除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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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联动排涝

蚊子预报地图示意图 中国天气网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