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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石亨）昨日，重庆大部分地区又是冷飕
飕的一天。截至下午4点，除主城部分地
区、潼南没有出现降雨外，其余地区均留下
了雨水足迹。

寒潮又来，重庆多地高山地区迎来降
雪。昨日清晨，巫山高山地区银装素裹。
雨雪助力下，重庆各地最高气温在8℃到
13℃之间，多地气温仅个位数，城口最高
只有5.2℃，主城最高仅12.3℃。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各地将以阴雨
天气为主，明日大部分地区由阴天掌控，全
市最高气温将升至17℃。到后天，部分地
区又将出现阴雨，全市最高气温将回落至
13℃。

主城天气预报
今天：阴天转小雨，气温9～12℃。
明天：阴天，气温9～13℃。
后天：阴天，气温10～13℃。

多地高山飘雪美如画
未来3天主城难超13℃

11月24日 双色球单注首次中得2000万
双色球12亿大派奖火热进行中……

单注奖金高达2000万！双色球又一全
新纪录诞生！11月24日晚，双色球游戏进
行第2019135期开奖，这是双色球12亿元
大派奖活动启动后的第七期派奖。当期双
色球红球号码为03、06、10、11、27、33，蓝
球号码为03。全国共中出头奖4注，其中2
注为一等奖特别奖，单注奖金为2000万元
（含派奖1000万元），这2注一等奖特别奖
花落2地，福建1注,河南1注；另外2注为
一等奖普惠奖，单注奖金为1250万元（含派
奖250万元），这2注一等奖普惠奖花落2
地，江苏1注,福建1注。

据了解，本次12亿元派奖奖金，是双色

球历史派奖金额最高的一次派奖。派奖期
间，单注最高可得奖金2000万元，头奖金额
一举打破了持续多年的派奖期间单注1500
万元最高额。活动时间为11月8日-12月
24日。

根据活动规则，本次12亿大派奖设立
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总额为6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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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期一等奖单注
基本奖金1：1比例进行派送。相当于若某期
双色球单注头奖奖金1000万元，加上派奖
金额，单注奖金可达2000万元。若当期一
等奖特别奖奖金不足以按1：1比例支付，则由

符合派奖要求的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
另外，活动还设立一等奖普惠奖，奖金

总额1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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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派
送，由当期符合派奖要求的一等奖按照中奖
注数均分，单注一等奖普惠奖奖金最高限额
500万元。若当期派奖金额有结余的，则顺
延滚入下一期。

除了大奖升级，小奖同样有惊喜。活动
设立六等奖翻番奖，奖金总额为5亿元。每
期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所有六
等奖按每注5元派送固定奖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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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派奖期间，重庆福彩还为重庆双
色球彩民们特别送出了一份“宠粉”大礼。
活动期间，凡购买任意金额的双色球彩票，
皆可参与线上抽奖，中奖率100%，奖品总
价值超千万元。奖品包括现金红包和线上
优惠券，其中现金红包最高888元。

具体参与方式为：前往各福彩投注站下
载“J先生”APP,使用APP上扫一扫功能，
扫描双色球票面上的二维码进入抽奖界面，
即可开始抽奖。

11月8日，双色球12亿大派奖正式开
启，此次活动亮点十足！12亿派奖金额为
历年最高！单注号码最高可中 2000 万
元！六等奖翻番！一系列重磅惊喜在彩市
掀起巨浪。

“店里人多到都装不下了！”“平时机选
5注的彩民，纷纷机选10注”……自派奖活
动开始，新老彩民纷纷涌入投注站，追击
2000万元大奖，这股火热之势让彩票店老
板们感受颇深，“有个平时只买2元的彩民，
听说购彩满20元有机会中2000万，决定每
期 拿 100 元 来 买 双 色 球 。”长 寿 区
40180038号站点老板程洪英说道。

自从双色球派奖后，平时购彩只花10
元的卢先生也开始加入到20元投注金额购
彩队伍中，参加过四届双色球大派奖的他
笑着说，“如果这次中出了2000万，那相当

于一举实现了房子、车子加商铺。”
为更接近大奖，许多彩民“双管齐下”，

不仅单独投注，还选择了合买这种参与人多、
个人投入资金少、中奖概率更大的购彩方式。

“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合买的人都冒出
来了。”璧山区40040007号站点老板邓伟
说道。为了将合买的力量发挥到更大，南
川区40270032号站点老板秦晓宏更是为
彩民们搭建起跨店合买的大平台。派奖首
期，他联合26家站点进行合买，合买金额高
达51888元。截至11月24日，秦晓宏组织
的大合买已连续两期中出双色球六等奖，
在派奖奖金翻番的“加持”下，收获了奖金
17160元、17880元（合买金额均为13728
元）。像这样的大合买，秦晓宏打算一直做
到派奖结束，“大家都士气高涨，纷纷说要
站上领奖台！”

重庆彩民追大奖
““平时购彩平时购彩22元元，，现在每期现在每期100100元元””

““派奖首期派奖首期，，我们我们2626家站点合买金额超家站点合买金额超55万万！！””

大早上大早上，，秦晓宏的投注站里已坐了秦晓宏的投注站里已坐了66位彩民位彩民

活动花絮

“王大婶，您要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方法，
合理用药，不要相信别人给您推销的‘灵丹妙
药’……狗皮膏药等广告。”日前，在市药监局
的指导下，铜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区中
医院的药师在区明月广场设置宣传咨询点，
向过往行人宣传安全用药知识。引导民众合
理用药、科学用药，提高安全用药意识。

铜梁区开展的安全用药科普知识活动
只是全市开展“两法”（新制定的《疫苗管理
法》和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和安全用药

“六进”（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单位）活动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药品
安全工作，推动我国药品安全法律法规逐
步发展完善，保障和促进了公众健康。新
制定的《疫苗管理法》和新修订的《药品管
理法》今年先后出台，并伴随药品审评审批
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意味着药品监督管
理进入了史上最严。

为督促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
学通弄懂“两法”法律条文，推动城乡居民了
解掌握“两法”和安全用药科普常识，市药监
局利用“全国安全用药月”契机，以“安全用
药 良法善治”为主题，通过开展“六进”活
动，将“两法”和安全用药送到群众家门口，
进一步提升公众安全用药意识，坚守人民群
众用药安全底线，共同构筑用药安全防线。

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期间，市药监局
将联合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发放高血
压用药指南、特殊期如何用药保安全等宣
传资料、解答群众问题、介绍安全用药知
识、展示真假药品、张贴安全用药宣传画等
形式，向过往群众宣传安全用药理念和科

普知识，列出民众常见的用药误区，特别是
混淆保健食品和药品概念等常见误区进行
梳理解读。同时，宣传儿童、老年人等免疫
力低下群体的安全用药知识，形成特殊人
群用药的科普干预，推动家庭重视和关注
药品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自全国安全用药月活
动启动以来，市区县两级监管部门，在社
区、乡镇设立宣传橱窗，在各药店设置宣传
挂贴，通过电子显示屏宣传安全用药知识
以及普及“两法”。同时还对全市药品经营
单位进行了质量大检查，加强销售环节的
安全监管，规范了药品市场秩序，得到了广
大群众一致好评。

花絮1
铜梁：“安全用药月”活动走进乡镇

“这两种猪药谁真谁假，你们分辨得出
吗？”11月20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安全用药宣
传活动走进铜梁区土桥镇。因为趣味新颖，
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围观，学习了“两法”和
安全用药科普知识，深受群众的点赞。

活动当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中
医院、土桥镇药监所通过搭建科普展板、
发放科普资料、专家义诊咨询、受理投诉
举报等形式，向赶场群众宣传新修订的

《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及相关配套
文件、用药基本知识、用药方法误区、老年
病用药以及接种疫苗的常见问题等安全
用药科普知识，讲解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和
辨别假劣药品的小常识，促进群众了解药
品监督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和安全、合理
用药科普知识，增强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的意识。

据悉，在全国安全用药月期间，铜梁区
市场监管局将通过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向公众普及药品安
全知识，提高公众安全用药，合理用药的意
识和水平，零距离为社会公众提供药品安全

科普知识，普及科学、合理、规范用药常识，
营造安全用药、珍爱健康的良好氛围。

“接下来，我们还将开展一系列宣传活
动，引导老百姓安全用药、合理用药。同时
加强药品抽检，特别是对基层的零售企业
实施全覆盖监管。”铜梁区市场监管局副局
长戚清平说。

花絮2
万州：“两法”宣传走进第六人民医院

“新的《疫苗管理法》算得上是最严的法
律，明确规定了各个环节的责任和任务。”11
月21日，万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
玉强带着药品科、器械化妆品科室、法治科
以及大周在内的4个乡镇的近30名执法人
员走进万州区第六人民医院宣传“两法”。

活动当天，执法人员对该单位的疫苗
储存情况以及医疗器械进行了检查，同时
送去“两法”读本，并对“两法”进行解读和
讲解。现场，在疫苗的一存储室，一台装有
数字传感器的冰箱格外醒目。冰箱里面装
满了各类疫苗，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冰箱外
侧的传感器能对冰箱的温度、湿度等进行
实时监测，确保疫苗在正常的温度储存，避
免疫苗变质过期情况的发生。

第六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舒萍表示，
“两法”的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各环节的责
任，体现了以人民健康为宗旨，为人民健康
保驾护航提供了法律依据。接下来全体员
工将进一步学懂弄通“两法”，以更好地保
障群众的健康安全。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黎明

安全用药 良法善治
——重庆集中开展“两法”和安全用药活动

▲铜梁区市场监管局在土桥镇开展安全用
药月赶集日宣传（莫昌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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