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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区瑞金路街道标营4号：

天天视频，今天总算看到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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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RI CAI XUN

福彩“双色球”（第2021088期）
红色球号码：4 12 15 16 19 26
蓝色球号码：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7注 7133062元
二等奖 165注 113116元
三等奖 1933注 3000元
福彩“15选5”(第2021207期)
中奖号码：1 2 3 8 1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70注 2506元
二等奖 4588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207期)
中奖号码: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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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690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937937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00注注 173173元元
11DD 5959注注 1010元元
22DD 4444注注 104104元元

本期投注总额本期投注总额255255万元万元。。

福彩“刮刮乐”
2021 年 8 月 4 日 江 苏 中 奖 注 数

103264注，中奖金额2069081元。
体彩“7位数”（第21118期）
中奖号码：7 0 1 0 4 8 8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2注 13006元
二等奖 22注 2364元

体彩“排列3”(第21207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00 7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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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注 1040元
组选3 948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207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00 77 00 33 55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22注 100000元
福彩“快乐8”(第2021207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11 33 1414 1616 1717 1919 2828
3737 3939 4040 4343 4646 4848 5151 5656 5757
5959 6060 6161 7272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中
心开奖公告为准。）

苏州擒大乐透1000万
奖池8.51亿元！

8月4日，体彩大乐透
第21089期开奖，本期全
国共开出3注一等奖，其
中1注为1800万元追加
投注一等奖，落户福建福
州；2注为100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出自江苏苏
州和河南新乡。周六开奖
前，大乐透奖池高达8.51
亿元 ，敬请关注。 苏彩

扬子晚报讯（实习生 娄渊泽
记者 张可）经疫情防控专家组评
估，8月5日7时起，南京市秦淮区瑞
金路街道标营4号26栋、27栋、28
栋、29栋、30栋由中风险地区调整
为低风险地区。但解封不解防，该
地区仍实行7天过渡期管理，过渡期
的要求是小区居民可走出家门活
动，但不可擅自离开小区。

记者当天下午赶到这里，虽然
气温较高，但还有一些市民走出家
门。“解封时间是今早7点，7点刚过
就有很多居民走出家门，在小区里
散步玩耍。”在隔离点执勤的民警告
诉记者，大家都自觉地戴着口罩。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妈妈带
着一套新的被褥，专程来隔离点看
望丈夫和1岁的小宝宝。“前几天都
是通过手机视频，今天终于能看到
我的孩子了。”妈妈笑着说。

在标营4号26栋至30栋外围，
竖立着一排围栏和警戒线，重要点

位也有公安执勤。瑞金路街道党政
综合部副部长姜博告诉记者，即使
早上小区解封，但仍不能松懈，该区
域居民仍要度过7天的过渡期。居
民可以在小区内有序活动，不出护
栏之外，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应保持
安全距离，严格佩戴口罩。第7天，
将对全体居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如结果全为阴性，方可转入常态化
防控措施。

为了满足居民过渡期间的生活
需求，8月4日晚，标营社区还专门
在小区北门设置了一个快递集中存
放点，方便居民自行下楼到快递点
拿快递、取外卖。

同时，秦淮区卫健委医保保障
组专门安置了一辆转运车24小时待
命，如果居民有特殊需求随时申请，
在社区和医护人员陪同下穿好隔离
服外出就诊。

扬子晚报讯（记者 姜婧仪）“毛
家圩的乡亲们，大家好！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头上的小飞机激情开
吼！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解封
啦！爷爷奶奶，出门蹓跶可以，我们
不能打麻将哦，听话的……”伴随着
无人机小姐姐的喊话，8月4日下午
4点半，溧水石湫街道毛家圩村正式
解除封闭管理。

“今天我也没出门，还有7天过

渡期呢，做好个人防护最重要。”石
湫街道毛家圩村村民徐国茂告诉记
者，等可以出村了，自己最想做的事
是去看自己种的蓝莓。

“村民都挺自觉的，不聚集，一
些村民就自己小范围地在马路上逛
逛，走到村口再走回去，锻炼锻炼身
体。”负责此次隔离的工作人员毛召
伟从7月21日开始，一直在为村民
忙前忙后，而村民的表现也很给力。

解封前，村内实有居民23户，
51人，每户每天按照50元的标准送
菜。解封后，记者了解到，每天现场
还有8-10名志愿者在两个路口值
班。“菜还和解封前一样，按照50元/
天/户的标准去送。此外，6日，我们
还将给每户村民加送一次大米、鸡
蛋和食用油。”石湫街道党工委组织
委员诸敏告诉记者，“我们一定要保
证村民心理稳定，生活无忧。”

扬子晚报讯（记者 刘丽媛)受疫情
影响，眼下南京部分优质地产水果遭遇
滞销。昨天，扬子晚报刊发《水果滞销，

“为宁带货”来帮忙》报道，希望搭建购销
平台，帮助果农渡难关。当天，就有不少
热心市民打来电话，希望能帮果农一把。

“目前夏黑、美人指是上市高峰，不
能烂在田里，我们不计成本也要把葡萄
卖掉。”高淳良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吴国平说，今年受疫情影响，销量比往
年同期少了60%-70%，目前有40吨左
右的夏黑和美人指葡萄亟待上市。由于
种植规模不算太大，企业没有网店，但吴
国平表示，夏黑和美人指都以10元一斤
的价格包邮出售，如果是市民少量采购，
可以联系他通过快递寄出，如果是企事
业单位批量采购，可以组织车辆送货。

位于六合的南京金牛湖金山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葡萄种植规模较大，目前阳
光玫瑰开始上市，预计有400多吨。金
山农业负责人朱家平告诉记者，往年像
阳光玫瑰这些优质品种根本不愁销路，
今年由于疫情防控，外省采购商的车子
进出都比较难，葡萄送不出去，希望在本

地多销售一些。此外，该企业还在电商
平台开设了网店，有需要的市民也可以
在线上选购。

“看到你们的报道，我想买点水果。”
8月5日，住在玄武区的杨先生打来电话
表达购买意向。

问他需要什么水果，杨先生的回答
却有些“随意”，“我看报道中说葡萄、桃
子、梨，我都可以买”。记者仔细询问后
才知道，杨先生今年已经90多岁了，买
水果不是目的，本意就是想帮帮果农
们。

在通话中，老人多次强调，“我想资
助些钱，帮帮他们，不发货都行……”考
虑到老人家的特殊情况，记者再三感谢
后，只能婉拒了他的一番好意。

像杨先生一样的热心市民有很多：
80多岁的徐女士打来电话，表示想买些
梨子；何女士说，看到新闻想帮帮忙；住
在秦淮的王女士认真咨询了品种、送货
方式，想买些桃子自家吃……

这些热心市民可能都不是“大客
户”，可是助农的真切心意，果农们都感
受到了。

中高风险地区
电影院暂不开放

扬子晚报讯（记者 孔小平）5日，
国家电影局发布《国家电影局关于进
一步加强当前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

通知指出，根据风险等级动态调
整情况，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
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
的关闭。低风险地区电影院上座率不
得高于75%，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暂
不开放。

通知规定，对进入电影院的观众
严格落实扫码测温等防控措施，全部
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
观影期间全程佩戴口罩，电影放映期
间不得饮食。

直击第五轮核酸检测：
检测员小姐姐
“哄娃”技能很不错

扬子晚报讯（记者 徐媛园）南京
市从8月5日开始第五轮部分区域大
规模核酸检测筛查，玄武区、秦淮区、
建邺区、鼓楼区、雨花台区、江宁区、溧
水区、江北新区8个区的采样从上午开
始。建邺区有沙洲街道、莫愁湖街道、
南苑街道纳入检测范围。记者前往沙
洲街道南师附中黄山路分校检测点进
行了探访。

有了前四轮的检测，第五轮市民
们都轻车熟路，拿着身份证、调好二维
码，排队等候进校。现场不乏一家五
六口的身影。“孩子幼儿园每次核酸检
测都要在群里统计，所以我们一早就
来了”、“单位听说我们街道需要核酸
检测，就让我先来检测再回去上班”、

“每轮我们都是全家出动，连家政都被
我们带着一起过来了”……早上10点，
虽说队伍排得挺长，但一般5-10分钟
就可以进场。在检测场内，记者看到
在走廊内一共四排，每排大概十多个
椅子依次排开，椅子前后间隔一米，进
场后大家可以坐在椅子上进行等待。
尽管当天是阴天，四台大电扇都没能
吹干检测员们的浑身大汗。“嘴巴张
大，一下下就好啦！来，啊——真棒！”
在现场，不乏小朋友的身影。记者在
现场碰到了一位小朋友，哭着不愿检
测，多次挣脱爸爸的手。检测员和志
愿者们有时就得发挥“哄娃”技能：“宝
贝，不是打针，不疼的，一下就好啦！”

另据介绍，目前各区可根据阳性
病例溯源流调最新情况，适当调整扩
大检测范围。检测结果有三种查询方
式，一是可以在手机“苏康码”页面，点
击右下角“核酸/抗体检测查询”或“核
酸检测查询（南京市）”查询；二是可以
在“支付宝”APP上“核酸检测查询-全
国”处查询；三是可以在“我的南京”
APP首页上“核酸检测”专区内查询。

溧水区石湫街道毛家圩：

出门逛逛，走到村口就回头

爱心人士纷纷致电“为宁带货”平台，要帮果农一把

就是想帮帮他们，不发货都行！
为

热线电话：96096

带货宁
1400多吨地产水果
等您来“带货”

根据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统计，疫情导致南京滞销水果
超过了1400多吨。为此，扬子
晚报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携手
助农，帮助果农渡过难关。我
们将通过全媒体平台发布滞
销水果农场的相关信息。如
果您是爱心企业、热心市民，
或是拥有带货经验的网络主
播，想帮身处困境的果农们一
把，那就请您参与到我们的“为
宁带货”公益活动中来，扬子晚
报将通过全媒体平台，为买卖
双方搭建购销平台，参与者可
以拨打96096与我们联系。

解封不解防·探访南京首批解封小区

母亲解封首日来看望丈夫女儿母亲解封首日来看望丈夫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