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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顶呱刮新票“翻倍赢家”
系列在江苏上市，该系列分为5
元、10元、20元三种面值，其中
20元票最高奖可达100万元。
此外，“翻倍赢家”系列票还将开
展派送活动，购彩者奖有机会赢
取智能手表、智能手机等好礼。

“翻倍赢家”最高可中100万

“翻倍赢家”5元票最高奖为
20万元，这在顶呱刮5元票中并
不多见。“翻倍赢家”10元票最高
奖为50万元，同样在顶呱刮10
元票中属于高奖金票种。

“翻倍赢家”20元票最高奖为

100万元，该票采用找翻倍符号+
通吃方式。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倍数标志“1倍”“2倍”“5倍”“10
倍”“20倍”“50倍”“100倍”，即
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乘以
该倍数；如果在通吃区出现赢标志
“赢”，即中得刮开区内所示的20
个金额之和。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线上线下两大活动实惠助阵

作为牛年上市的首款即开重
点票，“翻倍赢家”还配套了线上
和线下两大主题活动，广大购彩
者在购彩的同时还能通过活动享
受到更多的惊喜。

线上活动：“鸿运开，翻倍赢家
有好礼”，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
2021年4月11日。活动期间，凡
购买体彩任意面值“翻倍赢家”即开
票，刮出“运”字样，就有机会领取价
值1000元智能手表一个；凡集齐
“乐”“小”“星”卡，就有机会兑换智
能手机、羽毛球拍套装、定制智能跳
绳等；奖品兑换可登录“中国体育彩
票”APP或微信小程序。线下活
动：刮出“喜”符号，即获百元礼品。
即日起至2021年4月11日，购彩
者购买“翻倍赢家”系列任意面值彩
票，刮到“喜”符号，即可获得100
元礼品一份，中奖票全省通兑。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静

能中百万也能赢智能手表、手机

体彩新票“翻倍赢家”江苏热销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静）3 月 8 日，体彩大乐透第
21025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17、
18、23、30、31”，后区开出号码
“10、12”。本期全国销量为2.76
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941
万元。

本期全国开出1注1800万元追
加投注一等奖，花落河南信阳。本
期，二等奖中出 50 注，单注奖金
30.73万元。其中15注为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24.58万元。追
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55.31
万元。三等奖中出168注，单注奖
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出453
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
出11765注，单注奖金为300元。
六等奖中出15134注，单注奖金为

200元。七等奖中出34273注，单注
奖 金 为 100 元 。 八 等 奖 中 出
513660注，单注奖金为15元。九
等奖开出5594318注，单注奖金为
5元。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11.48亿元滚存至3月10日（周三）
开奖的第21026期。

大乐透开出1注1800万元大奖

南京市人社局3月9日发布消
息，南京市、区所属407家事业单位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787名工作人
员，其中编内人员753名，编外人员
34名。考生可于3月12日至16日
登录南京市人事考试网（http：//
www.njrsks.net）进行网上报名，
笔试将于4月17日与省属事业单位
招聘同步进行。

招聘岗位包括管理类岗位、通用
类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招

聘对象涵盖2021年毕业生、社会人
员等，本次招聘没有户籍限制。

按照要求，考生年龄需在18周
岁以上，35周岁以下。依法退出现
役的退役军人应聘，年龄放宽至40
周岁。但在今年8月31日前，5年
服务期未满的公务员，或有规定（含
协议明确）不得解聘离开工作单位
（岗位）的人员，或国家和省另有规定
的不得应聘。

记者注意到，很多招聘岗位面对

今年的毕业生开放。南京市人社局
相关人士解释，“2021年毕业生”，
指在今年毕业并已取得学历（学位）
证书，且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
其中，能够提供《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原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取得学历
（学位）证书的日期可放宽至今年12
月31日；国（境）外同期毕业人员，取
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日期可适当放
宽，但须在今年12月31日前完成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

2019年和2020年普通高校毕
业生，若仍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档案
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
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
业指导服务中心）、人才交流服务机
构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以及国
（境）外同期毕业且已完成学历认证
但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可应聘
面向今年毕业生岗位。

参加基层服务项目的人员，如参
加服务项目前无工作经历，服务期满

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的，可应聘面向
今年毕业生岗位。以普通高校应届
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的人员，退
役后1年内的，可应聘面向2021年
毕业生岗位。

详细信息可到南京党建网（http：//
www.njdj.gov.cn）、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网（http：//rsj.nan-
jing.gov.cn）、南京人事考试网
（http：//www.njrsks.net）查询。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黄红芳

晨报讯（通讯员 李立 韦蒋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黄燕）“两
天，40万贷款就到账了。”3月6
日上午，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
山凹村新型民宿经营者俞同新高
兴地说，“民宿贷”如雪中送炭，解
决了目前资金周转不开的困境。

据悉，“民宿贷”是南京溧水为
解决单一民宿贷款难问题，联合金
融机构突破瓶颈，创新性率先推出
的一种新贷款，面向乡村民宿，单
一民宿最高可拿到100万元的信
用贷，以抵押或者担保方式可获
得最高500万元左右的贷款额
度。俞同新说，得知溧水有推出
“民宿贷”后，马上就递交了申请，
仅隔了一天，贷款就到账了。经
手该笔贷款的溧水农商行零售业
务（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王方园
介绍，信用贷的年利率控制在
4.35%内，大大低于同类型贷款
利率，为广大民宿业主带来实惠。

据了解，“中国最美村镇”傅
家边的山凹村是全省率先推出的
首批新型民宿村之一，村里新型
民宿都是农民自办，近期通过创
新优化，使原先的农家乐型民宿
成功升级为休闲度假型民宿，全
面提升了经营能力，探索了乡村
振兴的又一新渠道。

溧水区金融监管局金融服务
中心主任汤姝慧介绍，本次推出

的“民宿贷”选定溧水农商行、江
苏银行溧水支行、工商银行溧水
支行等3家试点银行，银行与溧
水产业集团、山凹旅游服务公司、
石头寨旅游服务公司、省担保溧
水分公司共同签署《溧水区金融
支持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四方合
作协议》，单户授信额度最高不超
过100万元。据悉，今年试点的
3家银行各安排了4000万元专
项贷款，共有1.2亿元。

为缩减民宿贷审批流程，提
高下款速度，溧水区还将建立“白
名单”机制，即由区金融监管局牵
头，镇或村旅游公司（民宿经济管
理服务单位）梳理区域内经营户，

建立民宿经营户“白名单”库，并
提供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根据
“白名单”内经营户融资需求，简
化农户贷款流程，及时放贷。

目前“民宿贷”在南京溧水山
凹村和李巷村试点，已放贷两笔，
后期将根据试点情况在全区推
广。接下来该区还将组织银行机
构设立收费支付平台（统一收费
管理），支持民宿资金流动闭环；
并协助开发集客房预订、支付结
算为一体的经营管理平台，完善
智慧民宿系统。通过直播带货、
信用卡满减等活动对溧水民宿产
业进行联合宣传营销，提高溧水
乡村民宿产业人气。

溧水率先推“民宿贷”赋能乡村振兴

晨报讯（通讯员 侯玉林 刘俊
丽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按照省市有关部门要求，自2021年
1月11日开始，省一体化信息平台
社会保障卡管理信息系统统一上线，
在系统上线之后，南京市将发行和
使用第三代社会保障卡。3月8日
上午，沙洲街道莲花南苑社区联合紫
金农商银行，给社区的居民进行现场
更换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实现“零距
离”为民服务。

现场，紫金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带
来了便携式网络退休年审设备和第
三代社保卡制作设备，为居民提供更
换社保卡服务，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前
给居民进行登记，网格员通过上门通
知、电话联系居民、群里通知等形式，
让居民早办理，少跑路，实现“零距
离”一站式服务。

居民对社区安排此次活动，给予
充分赞许和肯定，在现场办理的王阿
姨说：“因为平时还在上班，没有时间
到社保处办理，而到换卡机构去办理

业务，也要等15个工作日才能领卡，
所以一直没有去更换。今天在社区
内只需要花上3-5分钟就能换领第
三代社保卡，感觉这个服务确实挺方
便、快捷、便民。”

社区书记贾丽萍表示：“能实实
在在地为大家解决问题，急居民所
急，想居民所想，帮助居民排忧解难
也是我们社区工作者应承担的责
任。今后，我们依然会秉持为民服务
的信念，努力为群众办实事，争取为
群众好办事。”

莲花南苑社区：

更换三代社保卡服务居民“零距离”

晨报讯（通讯员 孙松 邢光理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近日，
南京市总工会下发文件对全市
2019-2020年涌现出的“五一巾帼
标兵岗”进行表彰，高淳区淳溪中心
卫生院康复病区护理组榜上有名。

据介绍，淳溪中心卫生院现有女
医护人员110人，女工占比66.27%，
护理组一直工作奉献在临床一线，为守
护患者的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长期
以来，该院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发展，
狠抓团队建设、服务质量和创新发展
三条主线，培养出一支团结、苦干、奉
献、协作的护理队伍。

自康复病区成立以来，从护士长

到普通护士，全员分批次到高淳人民
医院、南京脑科医院等单位进行进修
学习。并定期参加院内开展的相关
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护理技能，服务
广大患者。康复病区自收治患者以
来，没有接到一例患者投诉，没有发
生一起医疗事故。

荣誉称号是对该院护理团队的
肯定，也是该院护理团队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下一步，淳溪中心卫生院护
理团队将以此为契机，牢记“救死扶
伤，敬佑生命，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使命与责任，进一步突出精细化管
理和高质量服务，坚持以患者为中
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淳溪中心卫生院康复科护理组

获“南京市五一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

晨报讯（通讯员 史辰 南京
晨报/爱南京记者 仲永）秦淮区
秦虹街道枫丹白露社区蓝天华门
小区是秦淮区垃圾分类先行先
试小区，自2020年 9月启动垃
圾分类工作以来，社区党委、物
业、城市治理公众委员组织了多

次广场活动、入户宣传等，小区
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很高，
分类情况良好。

为了进一步推进小区的垃圾
分类，让蓝天华门小区的居民分类
更加精准，实现全员参与。社区党
委以蓝天华门为试点，开展了“垃圾

分类积分兑换”，制作了“积分卡”，
每天定时准确投递分类好的垃圾，
定时打卡。10天一个周期进行兑
换。居民纷纷表示：“垃圾分类是每
个人的义务，让我们的家园更美丽，
现在还有小礼物拿，每个人都要
做好垃圾分类！”

枫丹白露社区打卡积分换礼品受欢迎

溧水风光。 通讯员供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