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一区小码
看好和值回落

七乐彩、期期乐，百万奖、期期开。上周
开奖 3 期，共开出头奖 4 注，一等奖全部集中
在第 2017132 期，奖金达百万以上，每注奖金
约 136 万。期待我省彩民本周的出彩表现。
福彩双色球因五百万乃至千万元的出奖规模
领导中国彩市，七乐彩则因其 203 万分之一
的头奖概率，成为彩民夺取“百万元大奖”的
最佳游戏玩法。

回顾上周：三区比为2∶2∶4、4∶4∶0、2∶4∶2，
三区出号前后摆动，和值随之起伏，分别是 133
点、75点、111点。奇偶比分别是5∶2、5∶2、3∶4，
奇偶码整体表现相当，奇数略占上风。质数码
活跃度逐步增强，期均约 3 枚，其中 03、05、23
表现活跃。上周同尾号适中，开出 4 组。关系
码方面：斜连号上周表现较弱，仅开出 4 组；重
复号由多转少，重码率不高；横连号保持前期状
态，每期1组。

本周分析，仅供参考。（1）三区比方面：看好
后区是未来几期出号重心所在，本周一区小码
也值得关注。一区看好 01、03、04、10；二区看
好 13、15、18、20；三区看好 21、24、28、29。（2）
奇偶方面：本周防范4∶3和2∶5的开出。（3）同尾
号方面：后期可防范转冷情况出现，可适当关注
以 0、1、4 结尾的同尾号。（4）冷号与热号：近期
冷热码有分层的趋势，热者恒热、冷者恒冷，06、
23 表现活跃；遗漏期数较多的号码有 04、21、
29。（5）重点提防区域：看好 01～07、24～30 这
两个区域，可适当给予关注。（6）和值方面：关注
和值回落。

本周参考号码：01、03、04、10、13、15、18、
20、21、24、28、29。 ▋福杰

挑战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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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双色球 9 亿大派奖活动
首期开奖，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彩民击
中 1741 万元大奖，成为全国最幸运彩
民。日前，这位幸运彩民现身浙江省
福彩兑奖中心，领取了幸运大奖。

11 月 7 日上午，浙江省福彩兑奖
中心“福气”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走
近一看，原来是 1741 万大奖得主绍兴
彩民老陈前来领奖。“真没想到我的运
气这么好，而且还是 9 亿大派奖第一
期，不仅中了超值的 1000 万元头奖，
还有额外的 500 万元派送奖，一不小
心成为网红了！”说起这注大奖，老陈
笑得合不拢嘴。

聊到此次中奖的号码，老陈要特别
感谢一个人，那就是位于上虞百官街道
王充路 733 号福彩投注站的老板娘蒋
女士，“我这组中奖号码就是她帮我选
的。”老陈是福彩忠实彩民，多年来双色

球几乎期期不落，每期200元，其中4张
是固定守号的，都是“6+16”复式票，总
共花128元，还有72元，会随机机选或
守号买单式票，凑足200元。

经验老到的老陈怎么让别人帮忙选
号呢？原来身为老彩民的他虽说购彩经
历丰富，可惜“战绩欠佳”。一个偶然的
机会，蒋女士向他推荐了几组号码，没想
到一下就中了四等奖，这让老陈对蒋女
士推荐的几组号码信心倍增。“这几组号
我守了几个月，没想到在9亿元大派奖
首期中奖，看来中得早不如中得巧啊！”
有趣的是，开奖结果出来后老陈浑然不
知自己中了大奖，直到蒋女士电话通知
他，这才知道自己撞了好运。

谈到中奖后的打算，老陈表示与
爱人已有初步计划，想捐出一部分奖
金给当地教育部门，帮助当地贫困在
校学生。 ▋钟才

投注站老板娘选的号
让老彩民中了1741万

2017134期双色球
红球推荐：01 03 09 11 16

18 19 21 24 28 29 32；蓝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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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2017
11·14
星期二

编
辑
江
亚
萍

宋
才
华

组
版
李

静
校
对
陈
文
彪

合
肥·
福
彩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集体土地是指农民集体
所有土地，合肥征收市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的农民房
屋，会给出什么样的新补偿标准？昨日，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合肥
市国土局获悉，新的《合肥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办法》拟出台，合肥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
区行政区域内（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征收集体土地上
房屋都能有补偿。

与之前执行的政策相比，这次补偿的范围明显有

了扩大，原先只适用于合肥市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
的房屋征收与补偿，现在扩大到行政区域范围内，也
就是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也可
以享受补偿。被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工作实行
属地负责制。

规范了征收集体土地的实施程序，征收集体土地
涉及房屋补偿工作的，各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公告》后，拟定《被征收土地上房屋补偿方
案》，并在征地范围内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

得少于 15 日。实施单位还应当对房屋补偿相关内
容，在涉及范围、区政府和合肥市国土资源局门户网
站等进行公示。

并且明确个人在宅基地上建设的房屋，可按照住
宅房屋认定。国家和省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经
县级（含）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落户的人员，也可以在迁
入地享受拆迁补偿。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费，按照应安
置房屋建筑面积（不含按建筑安装综合成本价购买的

面积）计算。住宅房屋按规定支付 2 次搬迁费，搬迁
费按照合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执行。

合肥“城中村”拆迁有补偿

星报讯（姜旭 记者 祝亮）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合肥市庐
阳区获悉，今年“双十一”期间，全国首个街区小程
序——“合肥淮河路商圈”给合肥市民带来更多优
惠和福利。共 5 万人次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逛淮河
路商圈。

此次庐阳欢乐购活动持续 48 小时，于 11 月 12
日正式结束，合肥淮河路商圈小程序和中市逍遥街
线上线下两大主阵地联手狂欢，全场5折赶超电商双
十一的折扣，引爆消费热点，短短的48小时，无论是
小程序访问量还是线下人流量都成倍增长。利用合

肥淮河路商圈小程序平台，使线上线下结合更加紧
密，入驻商家、商品提前曝光，双十一线下集中提货，
不管是原价几十元的手工肥皂，还是原价近万元的
钻石戒指，通通五折，短短48小时内，合肥淮河路商
圈小程序访问量破5万次。

据悉，今年庐阳区还将重点推进8大商圈+三十
岗生态休闲区的建设，女人街、城隍庙等特色街区的
微信小程序也将陆续上线，将特色街区内优质商户
资源化零为整，与“互联网+”充分融合，线上线下联
动，异业整合抱团发展，度过实体经济发展的“寒
冬”，助力合肥老城区商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老城区特色街区微信小程序即将陆续上线 明年，去南岗欣赏“风吹麦浪”

星报讯（江倩 胡正球 记者 马冰璐） 昨日，
记者获悉，合肥市南岗镇休闲区景观提升工程将
于明年完工，届时，市民将可以到南岗欣赏 800
亩麦浪、油菜花美景。据了解，该工程总占地面
积约900多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循环道绿化提
升、大地景观、绿地、游园小品等。其中，最值得
一提的是，南岗镇计划在 800 余亩田地上，以贴
近自然的初衷和因地制宜的理念，种上大片油菜
花与小麦，打造南岗鲜明生态地标。明年，市民
们就可以欣赏到油菜花、麦浪了。

星报讯（费秦茹 记者 马冰璐） 11 月 15 日是
第十六个“世界慢阻肺日”，合肥市滨湖医院呼吸
内科将于当天上午举办大型专家义诊和专题讲
座活动，届时，咨询者还可获得免费肺功能检查
一次。

据了解，当天上午10:00～11:00，呼吸内科义诊
专家将在滨湖医院阳光大厅为市民免费测肺功能、
听诊、问诊。此外，当天上午 11:00～12:00，专家将

在滨湖医院内科楼16楼呼吸内科病房举办呼吸操教
学活动，专家还将与患者沟通交流慢阻肺的常见问
题答疑、慢阻肺预防、康复与治疗。

据悉，慢阻肺是一种呼吸道疾病。中国最新的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阻肺的发病率逐年升高，40岁
以上的人群中慢阻肺的患病率已达到 14%。我国每
年死于慢阻肺的患者有 128 万，死亡率达 17.6%，已
超过冠心病的死亡率和死亡人数。

周三，滨湖医院有义诊 可免费做肺功能检查

庐江县为贫困人口签约家庭医生

今年以来，庐江县整合医疗资源，全力做好贫
困人口健康的“守护人”，已为88503名贫困人口
签约了家庭医生，实现了签约服务全覆盖。签约
家庭医生为每一个贫困人口进行一次细致的体
检，制定标准化健康档案，签订适宜的服务包。同
时，家庭医生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为长期瘫痪在床
的患者上门体检，为行动不便慢性病患者免费送
药，为贫困家庭婴幼儿送上儿童营养包。目前，庐
江县整合县级医务专家，深入全县各镇，共为贫困
户办理了18090张慢性病卡，累计配送药品价值
达300万元。 ▋杨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