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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182天！
宁波福彩网点即开票
销量突破2亿元大关

本报讯（记者 滕华 通讯员 王露
露）从今年1月1日起至7月1日，仅
用了182天，宁波市福彩网点即开票
销量突破2亿元大关。这一成绩，较去
年提前了近6个月，并实现了136%的
同比增长，创同期销量历史新高，现销
量位列地级市全国第八、全省第二。
宁波速度，令人惊叹！

记者从市福彩中心了解到，今年
以来，宁波福彩主动适应宁波“重要窗
口”要求，着眼福彩市场发展新形势，
大力提高销售渠道覆盖水平，坚持以
绿色福彩理念为先导，立足市场、渠
道、运营三大体系，围绕即开票打造新
形势下彩市增长点，实现福彩网点即
开票销量与品牌影响力双提升，有力
推动了我市福彩事业健康。

首先，提升服务质量，发挥渠道优
势。宁波福彩建立起了一支为市场提
供优质服务的市场管理员队伍，立足
福彩即开票“一站一枪、仓库前移”政
策，实现高效的市场化配送服务。平
日加强对代销点、配送站的日常巡查
工作，为福彩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打
下坚实基础。

同时，抓住派奖机遇，巩固市场份
额。宁波福彩根据中福彩中心、省福
彩中心促销要求，积极研判市场、制定
配套方案、进行促销培训，通过加强促
销宣传、强化站点巡访，提升了销售热
情和促销效果。

此外，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优化
市场布局。宁波福彩把握市场规律，
进行政策调整，以市场为导向，大力提
高销售渠道覆盖水平，积极推动拓展
社会网点落地。通过制定大型商业综
合体福利彩票代销点考核奖励方案，
实现福彩即开票在21家大型商超综合
体开售，抢占了市场先机，有效填补了
市场空白。

高温、潮湿的梅雨季，对我们来
说是一种煎熬，但对各种菌物来说，
却是“甘之若饴”，因为潮湿、闷热的
空气条件最适合它们生长繁衍。

菌物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
但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起到物质循
环再利用的作用，还为人类提供了
食物和药物来源。

一说起菌物，很多人会不由自
主联想到生长在山间林下的各种
蘑菇。事实上，在野外，菌物的种
类很多，其中有不少的“长相”更是
超出你的想象。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菌类的毒
性与颜色的鲜艳总是联系在一起，
而事实并非如此。在野外行走，遇
到形形色色的菌类，只有一句话，
不管它的长相可爱也好，丑陋也
罢；颜色娇艳也好，单调也罢，“只
可远观，不可亵玩”。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林海伦

鄞州区首南街道南裕二期是
一个拆迁安置小区，居民楼前有
一块空地，荒废了很多年。

这段时间，小区热心居民陆
续搬来花草，有的甚至还从花鸟
市场购来植物。一个月间，这块空
地“长”出了150余盆花草，惊艳了
时光。

看到别人家的“共享花园”
鲍师傅眼睛亮了

“以前，这里是裸露的空地，
光秃秃的很难看。”住在南裕二
期4幢的热心居民鲍伟彪在一次

“居民议事会”上提出，居民自己
动手，众筹一个小花园。这个建
议，居民纷纷叫好。

鲍师傅说，这个念头来源于一
次看报。他在宁波晚报上看到了一
篇有关邻里花园的报道，“家门口的
小花园”着实让他羡慕。“每天下楼
能看到这样一个小花园，心情自然
就好了，我也想动手自己打造一

个。”
如何打造？先从“取经”开

始。5月25日，鲍师傅和小区的
几名热心志愿者在社区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前往首南街道陈婆渡
小区取经。

一圈逛下来，鲍师傅眼睛亮
了：“我们同样都是拆迁安置小
区，有了这样的小花园，小区环境
完全不一样了。”

取经回来，鲍师傅就着手张
罗了起来。很快，热心居民成立
了两组志愿者小队，一组负责清
理花园，一组负责花草筹集。

有花出花，有力出力
一个月“长”出150余盆花草

鲍师傅今年64岁，他和几个
热心居民拿着锄头和铁锹带头劳
作，整整干了四五天，总算把垃圾
全部清除，整理出了一块空地。

居民们看在眼里，大家也跟
着动了起来。有5户居民自发组

成花草筹集队，不光把自家好看
的花草搬下楼，有的还一趟趟去
花鸟市场采购。

今年75岁的胡福娣每天早起
就开始在共享花园忙乎，不是拔
草，就是剪枝。“我刚刚把药水都买
来了，明天开始要杀虫了！”有了这
块共享花园，老人每天都乐此不
疲。

一个月间，共享花园里就
“长”出了150多盆花草。“这个玫
红色的是叶子花，这花不光好看，
还可以入药，有清热解毒的功
效。这个是五彩花，你看有很多
颜色，特别好看！”鲍师傅还自学
了很多花草知识，“看到这么好看
的花，大家都会来问我，要是我自
己都答不上来，那就不好意思了！

让鲍师傅开心的是，有些居
民还把自家阳台上的花都搬来
了，交给他统一打理。“放在共享
花园里，等花开了，大家一起看！”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岑云昶 周宝宝

一个月“长”出150余盆花草
这个共享花园背后的故事太有爱了

梅雨季，也是蘑菇们的“狂欢季”
你以为它们是这样的，其实它们也可以是那样的……

体彩开奖信息

福彩开奖信息

3D第2021174期：6 7 6
6+1第2021075期：7 0 5 4 5 3 虎
15选5第2021174期：03 04 07 10 14
快乐8第2021174期：
03 04 07 08 09 13 18 21 23 28
39 48 50 59 60 61 63 65 77 79

大乐透第21075期：
06 14 15 17 20 01 05
20选5第21174期：05 06 16 18 20
排列5第21174期：2 4 3 1 6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鲜黄色的鹅膏菌。鹅膏菌科
的种类有许多，只是少数是有毒的种
类，多数无毒，但我们不能冒险食用。

◀黄裙竹荪，一种非常艳
丽的竹荪种类，通常认为不可
食用。

▲朱红栓菌仅生长在枯木
上，菌盖颜色鲜艳，但并不是有
毒的标志，是种传统的中药材。

▲星头菌的菌蛋大片出
现，成熟展开的只是少数。

◀ 毒 鹅
膏菌，一种致
命的毒蘑菇。

图片由林海伦摄

鄞江卫生院退休医生裴伯智
因病救治无效，于2021年7月3日
19:15与世长辞，追思会定于7月4
日15时在家中举行。家属泣告。

讣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