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东推出一站式换新服务
上门送新机还可同步回收旧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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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安城集团鹏程公
司坚持“科学防疫”与“设施养护”两手抓，安全
有序地开展市政设施养护工作。

一是落实防控措施。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设立来访登记点，专人负责体温检
测、健康码查验，并对办公室、宿舍、食堂及罗
廊巷地下通道等公共区域进行日常消杀；养护
作业中督导作业人员佩戴口罩，做好自身各项
防护，并与各劳务队伍签订防疫工作绿码承诺

书。二是加强设施巡查。结合道路设施日常
养护的实际情况，同步做好道路设施的日常巡
查工作。三是高效展开维修。对巡查中发现
的病害，在做好施工作业人员防控措施的基础
上，快速响应，确保市政设施日常安全运行。

下一步，安城集团鹏程公司将继续做好疫
情防控和设施养护工作，实现养护工作无间
断，真正做到防疫与养护两不误。

朱佳佳

绿色低碳生活已成为社会倡导和日益普
及的新时尚。为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
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8月23日至8月29日被
定为全国节能宣传周，8月25日被定为全国低
碳日。在全国低碳日到来之际，京东联合爱回收
推出一站式换新服务，旨在进一步优化用户购机
体验、倡导绿色消费，为减少碳排放贡献自己的
力量。

据了解，京东一站式换新服务涵盖免费贴
膜、数据迁移以及旧机面对面回收等增值服
务。值得一提的是，京东一站式换新服务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手机配送模式，用户在购
买手机时选择一站式换新服务后，送新机上门
的不再是快递小哥，而是由爱回收上门工程师
配送新机。

爱回收工程师在送新机上门时，还将提供

匹配的手机膜，现场为用户新机贴膜，这对于不
会贴膜的用户来说，快捷又方便；新机到手后，
如果需要将旧机内的重要资料，如通讯录、微信
聊天记录等迁移至新机，爱回收上门工程师可
以提供速度更快的迁移服务；信息迁移后的旧
机该如何处理？爱回收上门工程师还可直接
回收旧机，同时对旧机的隐私进行面对面清除
以及深度清除，保证被回收的旧机信息不被泄
露。值得一提的是，不只是旧手机，家里闲置的
旧电脑、旧相机等电子产品爱回收上门工程师
均可现场回收。此外，京东还将给用户提供碎
屏保、手机延保、配件等服务供用户选择，做到
一次送新，服务无忧。

目前，一站式换新服务已在上海宝山区、
虹口区、黄浦区、静安区、闵行区、浦东新区、普
陀区、徐汇区、杨浦区、长宁区等区域上线，以
上区域内的用户在京东购买自营手机时，选择

配送方式为一站式服务即可免费获得一站式
换新服务内容，上门工作人员均已接种新冠疫
苗，并严格遵守当地防疫措施。未来，京东一
站式换新服务还将在上海其他区域及全国其
他城市逐步上线。

倡导用户绿色消费，推进产业链绿色转
型，一直以来京东都在服务模式上不断探索创
新。一站式以旧换新、一站式多件换新、保值
换新等一系列京东放心换服务，拉动了二手手
机回收，减少碳排放，实现了持续传播绿色消
费理念，倡导用户绿色消费等环保价值。新升
级的一站式换新服务更是改变了传统的终端
配送模式，满足用户购机后的诸多需求，进一
步完善了用户的购机体验。未来，京东放心换
还将不断优化创新服务模式，用行动践行绿色
环保的发展理念。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静

前不久，体彩大乐透21084期开奖，南京
的杨先生擒获当期704万大奖，而在此之前，
他还中过一次500万大奖。近日，杨先生来到
江苏体彩中心，领走了这个大奖。

复式票擒704万遗憾没追加

杨先生购彩多年，喜欢购买彩票的多种玩
法，之前就有过一次中500万大奖的经历，不
过来到江苏体彩兑奖大厅却连说了两个“遗
憾”。第一个“遗憾”是，他曾经守了很久的一张
30倍的体彩排列5票，因为有事忘记投注，结
果错失了300万大奖。

第二个“遗憾”就是本期中的大乐透704
万大奖，虽然这个奖已经足够大，但经常追加的

他在本期还是忘记了追加，结果少拿了80%的
浮动奖奖金。其实，杨先生已足够幸运，已经两
次中出了500万以上的大奖。

再来看看他的这张中奖票，这是一张“10+2”
的复式票，购于大乐透21084期，购彩地点为南京
3201001867体彩网点，前区号码为“02、10、
12、14、18、22、23、24、30、33”，后区号码为
“06、09”，将当期中奖号码“02、10、14、30、33+
06、09”悉数拿下。这样，杨先生除中出1注一等
奖，还中出25注四等奖、100注六等奖、100注八
等奖、26注九等奖，总奖金达到7040619元。

大乐透开出2注一等奖

8月25 日，超级大乐透第 21098 期前

区开出号码“02、07、21、27、33”，后区
开出号码“07、09”。本期全国销量为
2.76 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9970
万元。本期全国共开出 2 注一等奖，其中
1 注为 1800 万元（含 800 万 元 追 加 奖 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落于宁夏吴忠东区；1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落于四
川巴中市。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本期来自
宁夏的中奖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比四川的中
奖者多拿了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
一等奖总奖金达到1800万元。 追加投注是
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在2元基本投注的基
础上，多花1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得80%的
浮动奖奖金。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10.07亿余元滚存至8月28日（周六）开奖的
第21099期。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静

近日，市民汤先生拨打 12345 政务
热线反映，玄武区孝陵卫街道紫金南苑 8
栋的楼道安全出口长期被杂物堵塞，存
在安全隐患。诉求人希望相关部门能尽
快解决杂物堵塞安全出口的问题，消除
安全隐患。

孝陵卫街道接到工单之后，立即安排街道
物业办的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核处。物业办工
作人员现场联系了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据
现场察看的情况，这些杂物应该是单元楼栋内
某户居民所有，为了不引发其他争执，物业人
员在醒目位置张贴了告知书，要求业主自行清

理，逾期不清理的视为无主统一清理。
对于街道和物业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

汤先生表示非常满意，并希望街道和物业及时
跟进事情的处理。

通讯员 陆君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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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玄武区泽汐雨百货经
营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氏伽食品有限公
司 发票章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创世纪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如寻回不再继续使用

更正公告：南京宝驽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6
日在南京晨报 A07 版刊登
的减资公告现更改为根据
2021 年 7 月 5 日股东会决
议，特此公告
遗失南京市六合区鑫信建材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92320116MA1WRR9N46
声明作废
刘华宾遗失身份证，证号：
350823198301062032，特 此
声明。

遗失南京慧伶房产交易中
介服务有限公司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葛慧印）共三
枚，声明作废，如寻回不再
继续使用。
遗失当涂县捌大碗私房菜
馆 财 务 章 一 枚 ，税 号（
92340521MA2U0FE161）声
明作废
遗失江苏匠筑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章、发票章，
法人章、合同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南京固腾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章、发票章，
法人章、合同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南京乐壹信息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并承诺寻回后不再继
续使用
遗失：南京市六合区国焱建
材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册 号 ：
92320116MA1YJA2M3W，
声明作废

杂物堵塞安全出口 孝陵卫街道来解决

疫情防控不松懈 市政养护无间断

梅开二度！南京彩友领走大乐透704万大奖

距离开学越来越近啦，南京一大批学校制
定详细的开学方案，新教材发放、线上课程安
排、新学期课后服务内容纷纷确定。

新教材提前分好有序组织领取
8月26日一早，科利华中学铁北分校的

老师们就忙着分配新学期新教材，每个学生所
需的新学期新书都放进一个专属袋子里，有多
少名学生，就有多少袋教材。8月27日，学生
们将到校参加12-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他们在留观点的时候，老师们就会把每一
袋教材发放到孩子们手中。

8月26日，致远初级中学各个年级的老师
们在学校忙着分配教材，按照每一个学生所需教
材的类别分配好，8月28日下午将按照时段通
知各个班级的家长有序依次到学校东门领取。

9月1日起线上课程精心安排
栖霞区对区内各个学校进行线上教学指

导，组织区内名师录制了各个学段课程，全区统
一课程表，各个学校可以根据区的安排进行个性
化的补充。例如，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计划
一、二年级以居家生活指导为主，游戏、活动类任

务引导，三至六年级的老师们录制了一部分课
程，同时为各年级学生选择优质资源课程。

初中学校的线上课程大多以直播课为主，
按照学校新排定的课表作息执行。致远初中
每个年级的网课课程表都已发布，每天上课前
首先是晨练，每天都有艺术欣赏课。

科利华中学铁北分校除了主学科外，每天
的线上课程都有体育、艺术、科技这三类内容。

新学期课后服务采用“1+1+1”模式
尽管9月1日延迟开学，但南京不少学校

已经提前研讨即将在新学期开展的课后服务
内容。

为丰富2小时的课后服务内容，金陵小学
计划推行“1+1+1”模式。第一时段活动时间，
一二年级下午2：25—3：05，三到六年级下午
3：15—3：55。由本班级语数英学科教师指
导学生完成作业。

第二时段活动时间，一二年级下午3：
15—3：55，三到六年级下午4：05—4：45。

本时段活动内容采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
和学校特色课程，以项目研究学习为主体，同
步开展以年级为单位的答疑辅导和帮扶，将学
科教育与立德树人相融合，促进全面提优目标
的达成。

第三时段活动时间，一二年级下午4：
05—4：45，三到六年级下午4：55—5：35。

本时段将开展以艺体特长为主体的丰富
多彩的社团活动，同时在学校已有社团中遴选
和开展精品社团，最大程度满足学生的多样化
发展需求。

三个时段课后服务后，如家长仍存在接孩
子困难问题，学校将继续提供托管服务，托管
时间一二年级下午4：50—6：00，三到六年级
下午5：40—6：00。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颖 孙文

新学期倒计时
南京学校纷纷明确开学方案

致远初级中学的老师在分配新学期新教材。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