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沈国仪 版式：戴春阳

民生 8星期五 2019年11月10

本报讯 6日上午，省肿瘤医院
监察室来了一对父子。风尘仆仆的
徐大爷身板笔直，笑声爽朗。原来
31年前，徐大爷患膀胱癌曾在该院
接受手术，现特地从河南驱车千余
里赶来感谢当年的救命医生。

徐大爷是个农民,1988年在
当地医院被确诊膀胱癌，辗转来到
江苏省肿瘤医院接受手术。那一
年他才39岁，得了绝症内心十分
悲观，家里双亲年老，还有3个未
成年的孩子，少了他这个顶梁柱可
怎么办？他在心底悄悄许下一个

愿望，如果有幸能活下去，一定要
重回医院感谢救命恩人。

出院时，医生告诉徐大爷手术
很成功，让他不要有思想顾虑。他回
家后果然恢复得很好，生活很快恢复
了正常。更没想到的是，过去30年
了，他依然健康地活着，农活一样没少
干，不知不觉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

今年徐大爷已年满70岁，俗
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因此特别想
还了31年前许下的心愿，于是就
和儿子一起驱车专程到医院送锦
旗。由于徐大爷已经记不清当时
给他治疗的医生姓名，经工作人员
帮助查询病案，才找出了当年三位
手术医生的名字。遗憾的是，其中
两位已经过世，还有一位是曾志毅
医生，因已经退休当日不在医院。

（仲崇山 胥林花）

绝症患者千里来宁感谢好医生

他终于还了31年前许下的愿

7日，省政府在南京召开全省秋
粮收购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明确：即
日起在全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
执行预案。最低收购价格为：标准品
三等中晚籼稻每500克1.26元、粳稻
1.3元，相邻等级之间差价按每500
克0.02元掌握，预案执行时间为11
月7日至2020年1月31日。

水稻丰产，价格先扬后抑

11月1日，记者在溧阳市采访时
看到，该市社渚镇种粮大户孙翔所种
的4000亩稻子已经到了收获时期，
但他还没有开镰收割。“今年稻子产
量很好，亩产1300斤不成问题，可是
眼下价格比较低，所以想等等再收
割。”孙翔说，10月15日左右，溧阳的
稻子就开始收获了，刚开始时粮食经
纪人出的价格是籼稻每担（50公斤）
120元，粳稻122元，比去年同期低了
10多元，但这个价格也仅仅保持了几
天，到10月下旬，普通粳稻的市场收
购价格降到每担113—114元，优质
粳稻也才120元左右。“很多种粮大
户舍不得以这个价格出售稻子，因为
会亏本。有条件的农户烘干或晾晒
好稻子后，都储存在家里，想等到价
格高一点时再出售。”

本月初，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种
粮大户徐大中开始收获稻子，他种
了 600 亩，到 6 日为止，已经卖掉
10万公斤，“含水量 30%的稻子每
斤只有9毛钱，水分符合标准的稻
子也才卖 1.13 元，这个价格太低
了。”他说，幸好今年产量高，每亩
比去年多收100多公斤，但如果按
照这个价格出售，去掉所有农本和
流转费，每亩纯收入也就 100 多
元，比往年少很多，“所以大家都在
盼着托市收购。”

托市收购，能够提振市场信心

金湖县戴楼镇种粮大户吴建中
在本地和宝应县流转了近4000亩地
种粮，今年稻子产量很高，每亩比去年
增产100多公斤。到7日为止，吴建中
已收了几百亩稻子，但还没卖过。“周边
有部分农户开始卖了，不过经纪人出
的价格太低，每斤只有1.16元左右。”

吴建中说，目前苏北地区土地流
转费每亩平均在800元左右，每年一
季稻一季麦，农本接近1300元，两块
加起来，每亩成本2100元左右，自家
的人力成本还没计算在内；正常年份，
麦子每亩350公斤，稻子每亩600公
斤，如果以国家最低价格出售的话，每

亩能获纯利200元左右，但如果稻谷价
格每500克比最低收购价低了1毛多，
那么种粮基本上就赚不到钱了。

“现在不少大户把稻子堆放在库
房里，舍不得卖，就是等着启动最低
价收购。”他说，只要启动最低价收购
了，等于给了市场一个信号、划了一
条底线，对粮价恢复正常作用很大。
往年也出现过粮价低迷的情况，启动
托市收购后，经纪人、粮食加工企业
很快就提升了收购价格，即使粮食不
卖到国有粮库，价格也会好很多。

多管齐下，满足收购仓容需求

仓容紧张是近年来粮食托市收
购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中储粮
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游海洋告诉记
者，这跟近年来储粮方式发生改变有
关，江苏土地流转力度大，除了少数
农户还种一点口粮田并储存收获的
粮食外，多数农村居民家庭已不存
粮；市场原粮供应充足，加工企业的
储存量也很少，基本上是随买随加
工，储存粮食的任务主要由国有粮库
承担，这样就造成了仓容紧张。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夏春
胜说，由于前期粮价走低，农民对预
案启动充满期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

迅速形成收购高峰。各级粮食部门
和有关企业要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
府，共同履行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属地
管理职责，全力以赴做好收购工作。
他说，首先是要全力解决仓容紧张的
矛盾，全省秋粮收购仓容缺口15亿公
斤，主要是在产粮大县和仓容不平衡
地区。这些地区要加快腾并、销售、租
赁，同时边购边销、即购即销，提高仓
容使用效率。要提前制定收购预案，
做好应急收购准备和收购现场疏导管
理，防止出现农民“卖粮难”。

夏春胜表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将靠前巡查指导，对各地政策执行
和数量、质量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对
收储矛盾突出地区，现场会办督办相
关事项，合理调度仓容，缓解收购压
力。各地要严明收购纪律，绝不允许
出现“走后门”插队卖粮、卖“人情粮”、
压级压价等问题，维护收购秩序。

夏春胜还介绍，售粮农民可以通
过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发的“满意
苏粮”APP，预约售粮，减少排队时
间；各地粮食部门要主动在这一APP
上发布供需信息，通过实实在在的价
差，促进农户种好粮、卖好价。

本报通讯员 张 旭
本报记者 朱新法

我省秋粮丰产成定局,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启动——

托市收购，保护农民种粮利益

本报讯 线上买房怎么看房？据
悉，电商即将推出5G看房。

苏宁相关负责人昨介绍，将与恒
大加强合作，利用正在成熟的5G技
术，打造一座线上的“恒大城”。购房
者可以配合VR技术，直接在网上体
验到住宅实景，并有恒大专属客服在
线一对一讲解，打通线上购房的“最
后一米”距离。

苏宁、恒大“特价房”上线第一
天，10秒内第一套被秒杀，12小时不
到100套全部被预定，客服从10人
紧急增添到100人，其火爆程度可见
一斑。据悉，至11月6日，苏宁上线
的500套恒大“特价房”已被全部预
定。购房者在缴纳“意向金”后，即可
前往线下看房，有机会以“一口价”的
形式购得住房。 （宋晓华）

线上也可看房“5G看房”来了

本报讯 7日，记者从南京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获悉，为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截至10月底，南京今年已完
成371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41座
农路桥梁提档升级、82公里经济薄弱
和欠发达村组对外连接道路建设。

目前，南京公路网已基本实现市
至区高速公路通达、区与区一级公路

连通、区至街镇二级公路通达、街镇
至街镇三级公路连通、街镇至村社四
级公路覆盖的格局。到2020年，南
京计划完成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
456公里、农路桥梁新改建19座、经
济薄弱和欠发达村组对外连接道路
建设141公里、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
设542公里。 （李 凯 管鹏飞）

南京今年已完成
371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为感谢多年来购彩客户对中国福利彩
票的喜爱和支持，以及对公益事业的爱心
奉献，福彩双色球即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
派奖活动。派奖活动将从双色球2019129
期（开奖日期为2019年11月10日，星
期日）开始，连续派奖20期，派奖总金
额12亿元！此次破纪录大派奖，将为双
色球购彩客户及彩票市场带来一场前所未
有的欢乐盛典。

12亿元派奖破彩市纪录

“彩市航母”双色球自2003年上市
起，为购彩客户们带去了无数惊喜和快
乐，也让无数梦想成为现实。至今为止创
造大奖超 17000 注，中出亿元大奖 31
个，约占我国彩票市场亿元大奖总数三分
之二。我国彩票市场排名前十的大奖中有
7个属于双色球，其中前三名亿元大奖都
是双色球。这一次，双色球携12亿大礼
包再度来袭，这也是自2007年起至今的
第14次派奖。

本次12亿元派奖奖金，将从双色球
调节基金中支出，这是双色球历史最高的
一次派奖。派奖期间，单注最高可得奖金
2000万元，头奖数额一举打破持续多年
的派奖期间单注1500万最高额！

大奖小奖都翻番

为了让更多购彩客户享受到派奖活
动的实惠，此次将针对双色球一等奖和
六等奖进行派奖。一等奖派奖奖金分为
特别奖和普惠奖，分别派送6亿元和1亿
元，而六等奖翻番奖的奖金为 5亿元。
单票金额20元（含）以上的彩票中得一
等奖和六等奖均有可能享受奖金翻番的
惊喜。

其中，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每期安排
3000万元，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
（含）的一等奖中奖彩票，每注一等奖按
当期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1：1比例派送
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当奖池资金低于1
亿元时，单注一等奖最高可中 1000万
元，当奖池资金高于1亿元 （含） 时，
单注一等奖最高可中2000万元。 若当
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不足以按照1:1比
例支付派送奖金时，则由符合派奖条件
的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当期一等奖
特别奖奖金。若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当期
有结余的，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
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合并派发。

此外，设立5亿元的六等奖翻番奖，

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六等奖中
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固定奖金5元，直
至六等奖翻番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那么单票金额低于20元就不能参加派奖
活动了吗？当然不！本次派奖还设立了一等
奖普惠奖，每期安排500万元，对当期单票
金额低于20元的一等奖中奖彩票派送一等奖
普惠奖奖金，由当期符合派奖条件的一等奖
按照中奖注数均分，若当期一等奖普惠奖未
中出或有结余，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
期一等奖普惠奖奖金合并派发。也就是说，
购彩客户花费2元，就有可能收获1500万元。

门槛更低更普惠

从派奖规则即可看出，本次派奖活动的
参与门槛明显降低，打破了连续3年只针对
复式或胆拖投注的限定，让购彩客户更容易
理解和体验。不管是购彩新客户还是老客
户，不管采用哪种购彩方式进行投注，都有
机会参与派奖活动，冲击更高奖金，获得更
多实惠。

相比以往，本次派奖活动从奖项设置上
也更加普惠，单票金额20元（含）可参与一
等奖特别奖及六等奖翻番奖，不足20元则可
参与一等奖普惠奖派奖，兼顾不同投注金额
购彩客户，涵盖范围更大，让更多购彩客户
有机会享受到派奖活动带来的惊喜和幸运。

相信梦想 助力公益

爱心与惊喜同在，让每一个梦想更有可
能。福彩双色球自2003年2月上市以来，16
年累积销售额超过6200亿元，贡献公益金超
过2200亿元。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补充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不足、支持教育助教助学、
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文化、法律援
助、大型体育赛事等社会公益事业，还有部
分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
福利事业。

上市16年以来，双色球一直都秉承着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和使命，坚持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引
导购彩客户理性购彩，并为我国公益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次12亿大派奖，是我国彩票史上金额
最大、范围最广的派奖活动，将为购彩客户
们带来一场幸运盛宴，让大家在与大奖结缘
的同时，奉献爱心，收获快乐和惊喜，让每
一个梦想更有可能！

双色球12亿元破纪录大派奖即将震撼来
袭，让我们一起期待。

相信梦想 助力公益

12 亿元！“彩市航母”双色球破纪录大派奖

（一）派奖时间

自双色球 2019129 期（开奖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开始，安排连
续派奖20期。

（二）派奖规则

1. 设立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总额为6
亿元。每期安排3000万元设立一等奖特
别奖，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一
等奖中奖彩票，每注一等奖按当期一等奖
单注基本奖金1：1比例派送一等奖特别奖
奖金（参照双色球游戏规则，当奖池资金
低于1亿元时，单注一等奖特别奖派送奖
金最高限额封顶500万元；当奖池资金高
于1亿元（含）时，单注一等奖特别奖派送
奖金包括两部分，两部分最高限额封顶各
500万）。

若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不足以按照
当期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1：1比例支付派
送奖金时，则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由符
合派奖条件的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

若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未中出或
有结余的，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
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合并派发，以此类推，
直至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2. 设立一等奖普惠奖，奖金总额 1
亿元。每期安排500万元设立一等奖普惠
奖，对当期单票金额低于20元的一等奖中
奖彩票派送一等奖普惠奖奖金，由当期符
合派奖条件的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
单注一等奖普惠奖奖金最高限额 500 万
元。若当期一等奖普惠奖未中出或有结余
的，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一等奖普
惠奖奖金合并派发，单注一等奖普惠奖奖
金最高限额仍为500万元。以此类推，直至
一等奖普惠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3. 设立六等奖翻番奖，奖金总额预
先安排 5 亿元。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 20
元（含）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
派送固定奖金5元。若六等奖翻番奖派奖
总奖金达到或超过5亿元，将从下一期起
停止六等奖翻番奖派奖活动；若六等奖翻
番奖派奖总资金超出5亿元，差额部分由
调节基金补足。

（三）资金来源

本次派奖活动所需派奖奖金约12亿
元，从双色球调节基金中支出。

链 接 >>>

据报道，南京市浦口区政府购买
服务的187位困难老人，其基本信息已
于近日全部录入该区“虚拟养老院”平
台，实现精准服务困难老人。目前，南京
市各区“虚拟养老院”平台均已上线。

“虚拟养老院”，实际上是一个“信
息服务+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平台。具
体来说，当老年人有服务需求时，拨打
电话或通过手机APP联系该平台，就
会有工作人员按要求提供医疗护理、

家政服务、文化娱乐等多项具体服
务。可以说，“虚拟养老院”集中了家庭
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优势，使老年人既
可以不离开熟悉的家庭环境，又能享
受由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上门服
务。随着平台和服务日趋完善，可以
整合更多养老资源，为困难老人等特
殊群体提供便捷、精准的服务，南京等
地更好地实践着“老有所养”。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
人养老与子女时间、经济能力有限之
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养老命题有了更
多的打开方式，有的地方探索出共享

养老、众筹养老等模式。“虚拟养老院”
最早产生于苏州，政府从场地提供、系
统开发等方面支持信息技术平台建
设，对“虚拟养老院”的建设实行优惠扶
持政策，由企业负责运作和服务。同时，

“互联网+”助力“虚拟养老院”的运作，实
现管理信息化，提高数据整合能力。可
以说，“虚拟养老院”作为对居家养老模
式的补充，不但缓解了家庭养老左右
为难的尴尬境况，还进一步提升了养
老产业的层次，实现了智慧养老。

随着这一模式在各地不断推广，
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也日

渐凸显。有的企业因补贴不断减少或
补贴款项滞后，无法获得正常的经营
收入和合理利润，影响了正常运转。
目前，我国“虚拟养老院”的风险防范机
制尚未形成，由于利益与风险不对称
等因素，参与服务的企业面临很多不
可预知的风险，抑制了企业扩大生产
和增加服务供给的积极性，进而导致
服务质量提升困难。“虚拟养老院”被称
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需要以实在的
服务推动其建设发展。具体来说，在
引入多元服务主体、优化服务供给、健
全服务运行机制等方面，要拓宽筹资
渠道，提高老年服务市场的吸引力，激
发企业的积极性。同时，加大老年人
急需的医疗健康、精神慰藉、社会交往
等方面的服务供给力，建立方便快捷
的供给渠道，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
设，构建多元化监督机制。

办好“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魏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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