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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派奖给力 山东又中1916万、842万大奖！
5月1 6日，体彩大乐透迎来

“9 . 9亿元大派奖”第八期开奖，第
20037期前区开出号码“01、04、10、
11、14”，后区开出号码“02、05”。本
期通过3 . 47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
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 . 25亿元。

开出11注一等奖 山东喜获2
注

本期全国共中出11注一等奖。
其中，5注为1916万余元(含842万
余元基本投注奖金+222万余元基
本投注派奖奖金+673万元追加奖
金+177万余元追加派奖奖金)追加
投注一等奖，分落山东菏泽、河北
廊坊、江苏无锡、福建福州、陕西汉
中；6注为842万多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分落山东青岛、江苏南京、福建
莆田、河北唐山、河南信阳、内蒙古
包头。对比可见，由于派奖只针对
追加投注进行，本期有5位幸运购
彩者因采用了追加投注，在单注一

等奖方面，要多拿了1073万余元。
“幸运奖”派送1823万
据统计，本期“幸运奖”共派送

1823万元。
二等奖开出163注，每注奖金

为9 . 74万余元；其中86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7 . 79万余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7 . 54万元。在86注追加投注二等
奖中，有32注收获幸运奖派奖。

三等奖中出360注，单注奖金
为10000元，其中61注收获幸运奖。
四等奖中出1011注，单注奖金为
3000元，其中225注收获幸运奖。五
等奖中出19757注，单注奖金为300
元，其中3989注收获幸运奖。六等
奖中出25648注，单注奖金为200
元，其中5060注收获幸运奖。七等
奖中出42641注，单注奖金为100
元，其中8222注收获幸运奖。八等
奖中出714558注，单注奖金为15

元，其中141312注收获幸运奖。九
等奖开出6986118注，单注奖金为5
元，其中1369416注收获幸运奖。

此外，“加油中国”“光芒焕新”
3元幸运奖共送出1487059注。

下期一等奖派送2000万，幸运
奖余3 . 46亿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11 . 19亿元滚存至5月18日(周一)
开奖的第20038期。届时，一等奖将
继续派送2000万元，幸运奖派奖余
额为3 . 46亿元。

单期发行量和公益金筹集金
额第二高

自第20030期派奖活动开启以
来，体彩大乐透单期发行量和公益
金筹集金额屡创新高。第20037期，
大乐透单期发行量3 . 47亿元，筹集
公益金1 . 25亿元。成为大乐透历史
以来公益金筹集金额第二高，仅次
于上周的第20034期创下的纪录，

当期大乐透单期发行量达到3 . 63
亿元，筹集公益金达1 . 30亿元。

派奖升级，幸运叠加，热闹重
现

为了让购彩者尽享体彩大乐透
9 . 9亿大派奖福利，多地纷纷推出派
奖助力活动，让你一次嗨个够。派奖
不仅引燃购彩者的参与热情，也让
体彩实体店内重见热销场面，为彩
市“焕新”持续助力，彩市活力日渐
恢复之时，大乐透也为祖国加油、鼓
劲，期待早日战胜疫情，共同携手迎
接“光芒焕新”的美好明天。

山东近两个月连中14注一等
奖

近期山东彩市喜讯不断，好运
连串，从3月16日以来，我省购彩者
已收获14注大奖：

3月16日，潍坊中出1注大乐透
909万一等奖

3月28日，济南中出1注大乐透

1000万一等奖
3月30日，临沂中出1注大乐透

1571万追加一等奖
4月11日，济南中出1注大乐透

1000万一等奖
4月12日，枣庄中出1注七星彩

456万一等奖
4月18日，泰安中出2注大乐透

1000万一等奖
4月25日，淄博中出2注大乐透

675万一等奖
4月27日，日照中出1注大乐透

1000万一等奖
5月4日，潍坊中出1注大乐透

1274万一等奖
5月4日，聊城中出1注大乐透

584万一等奖
5月16日，菏泽中出1注大乐透

1916万一等奖
5月16日，青岛中出1注大乐透

842万一等奖

来给心仪的儿童消防作品投票吧！
威海市第三届中小学生消防主题绘画大赛“云启动”

本报威海5月21日讯(记者
李孟霏 王震) 童心绘消防，安
全伴成长。第三届中小学生消防
主题绘画大赛进入投票环节啦！
此次活动面向威海市中小学生开
展，截至21日晚8点，有近200名学
生参与到活动中来，由于疫情的
原因，所有作品均通过网络报名，
云端参赛同样热情高涨，快来围
观孩子们的作品吧！

消防员是火海中的勇敢逆行
者，不论火海还是灾区，哪有危
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逃生的
人流中，他们的背影，永远是最奋

不顾身的逆行！战“疫”途中，他们
同样也是奋勇当前，孩子们眼中
的消防队员是什么样？孩子们对
于消防安全工作了解多少？孩子
们对于消防安全知识了解多少？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威海
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教育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面向全市中
小学生开展第三届中小学生消防
主题绘画大赛。从5月15日开始，
在全市范围内征集500幅绘画作
品。

疫情防控期间，今年的大赛
也将“云上线”，从作品征集、投票

环节到作品展览以及颁奖仪式，
全部通过云端进行，既给小朋友
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同时
也让大家安全参赛。

活动启动以来，得到了全
市中小学生的热情响应，大家纷
纷拿起手中的画笔，画出心中对
消防员的理解和认识，目前活动
已经进入投票环节，想一睹孩子
们精彩作品的市民，可以参与其
中啦！

登陆威海市消防支队微信公
众号(weihaixiaofang119119)或者
齐鲁今日威海(qljrwh)官方微信

号，点击底部导航栏“绘画大赛”，
进入投票系统。或者登录齐鲁壹
点APP，进入威海频道，点击“我
心中的消防员”评选专题页面，选
择“初中组或者小学组”，为绘画
作品投票。

此次活动的征集时间为：5月
15日至5月22日，投票时间为5月21
日至5月29日，中学组和小学组各
评选出一等1名，奖品华为平板电
脑价值2000元；二等奖2名，奖品小
度音箱价值700元；三等奖3名，奖
品华为护眼台灯价值200元；优秀
奖25名，奖品50套画笔套装。 投票二维码

后疫情时期，“保险组合拳”构筑健康保障新防线

太平人寿推出“太平福禄全能保2 . 0保险产品计划”

后疫情时期，健康保障成
为消费者的迫切需求。

目前，大多数消费者的健
康险配置仍存在缺口，结合后
疫情时期需求，太平人寿创新
推出了“太平福禄全能保2 . 0
保险产品计划”(以下简称“全
能保2 . 0”)，将重疾保障、特疾
保障、住院医疗保障及特药用
药保障完美组合，为消费者构
建了全面健康保障。

重疾年轻化趋势明显，大
众健康保障缺口亟待填补

根据56家险企2019年理
赔年报显示，医疗险、重疾险
的赔付仍是大头。在太平人寿
公布的2019年前十大高发重
大疾病中，癌症占了8种，恶性
肿瘤已经成为重疾险出险的
最大原因。

太平人寿2019年度理赔服
务报告显示，18岁至60岁是人
生疾病的高发期，占到重疾理
赔年龄的94%。在2019年度十
大理赔案中，有9例年龄低于60
岁，7例因为疾病和恶性肿瘤身
故，其中年龄最小者仅19岁。

重疾发病率高、出险日益
年轻化已是公认的事实。我国
人均重大疾病医疗支出已超过
10万元，恶性肿瘤平均治疗费
用则更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此前发布的一组调研数据显
示，居民商业健康险的覆盖率
不足10%，相比之下，大众的健

康保险保障缺口相当明显。
“如果只是简单地购买一

种健康险产品，健康保障缺口
未必能得到填补。”业内专家
建议，应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
况内，制定涵盖更多病种、更
全保障、尽量高保额的全面健
康保障计划，这样才能真正解
决健康保障缺口的问题。

“重疾+特疾+医疗+特
药”组合拳，构筑健康保障新
防线

好的保险产品，必然是想
客户之所想，可以充分满足保
障方面的需求。

“全能保2 . 0”由太平福禄
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太平附加
福禄特定疾病保险、太平超e
保2019医疗保险、太平药无忧
药品费用医疗保险(升级版)
四款产品组成。与市场上单一
健康险产品不同，该保障计划
的特色在于“疾病+特疾+报销
+津贴+住院+特药+服务”七合
一，保障升级，覆盖全面。

从疾病保障范围来看，该
计划中“太平福禄重疾”覆盖
180种疾病，包括重疾保障种
类120种、中症10种、轻症50
种。其中，中症责任提供一次
50%“太平福禄重疾”基本保
额的额外给付；出现轻症，可
额外给付 2 5%“太平福禄重
疾”基本保额，最多三次，每次
轻症赔付期无间隔。罹患轻症

或中症，均可豁免“太平福禄
重疾”后续未交保费。

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该
计划对不同人群特定重疾的超
强防护。保障覆盖的30种特定
疾病包含少儿特疾、女性特疾、
男性特疾各10种，以上重疾，在
赔付“太平福禄重疾”基本保额
之外，再额外赔付100%“太平附
加福禄”基本保额的特疾保障，
精准提升高发特疾的保障。在
主险赔付终止后，太平附加福
禄特定疾病保险可单独存在。

医疗保障方面，“全能保
2 . 0”突破病种划分的保障范
围，既能报销一般疾病医疗费
用，又强化100种重疾的医疗
费用保障，重疾医疗保险金合
计年限额最高达400万元，同
时提供100种重疾住院每年最
高5 . 4万元的住院津贴，且重
疾赔付无等待期、无免赔额。

针对恶性肿瘤特效药价格
昂贵、购买不易等难题，“全能
保2 . 0”不仅提供医保目录内外
56种特药每年最高200万元的
费用保障，还通过专业渠道打
通了院外特药的购买服务流
程，客户可享受指定药店领药
直付、协助申请慈善用药、用药
基因检测等高能福利。

小投入撬动大保障，每天
22元最高获670万元保障

疫情过后，健康险需求激
增，但价格高、产品复杂不知

道怎么搭配，依然是消费者购
买健康险的主要决策障碍。

“全能保2 . 0”轻松解决了这些
问题，该计划为客户提供“医”

“康”“药”全维度的最佳产品
组合，价格上也非常友好。

30岁的林先生(有社保)
为自己购买了“全能保2 . 0”，
其中“太平福禄重疾”及“太平
附加福禄”选择20年交，基本
保额各20万元，该计划的首年
保费为7793 . 3元。平均每天不
到 2 2 元 ，即 可 拥 有 总 保 额
670 . 4万元的超高保障：包含
20万元重疾+20万元特疾+10
万元中症+最高15万元轻症给
付，以及200万元一般医疗费
报销( 1万元免赔) +200万元
100种重大疾病医疗费报销+
200万元特药报销+5 . 4万元
100种重大疾病住院津贴。

此外，太平人寿还将为林
先生提供100种重疾住院享住
院费用垫付服务、线上健康管
理服务+就医助手服务、圆和
重疾一体化医疗解决方案等
贴心且专业的服务。

近年来，太平人寿在提供
健康保障方面精耕细作，开发
了不少极具市场竞争力的健
康险产品。后疫情时期，太平
人寿顺行业之势、应国民之需
推出的“全能保2 . 0”，无疑是
其深耕健康领域的又一力作。

(曹雅薇)

简讯

为保持青少年疫情期间居家学习的乐观心态，近

日，诸往镇中心学校举办了“变废为宝巧手创佳作”创意

制作大赛。 (宋彦娉)

为发扬“五四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府前路学校开展了“奋进新时代 青春

勇担当”主题团课活动。 (宋晓光)

为全面提升广大师生、家长的文明素养，近期，乳山

市大孤山镇中心学校线上开展了“文明上下学”系列工

作。 (葛海玲)

乳山市实践教育基地利用微课堂，为学子送上“应

急知识窗”“家务小课堂”“科学小实验”三个板块，让孩

子们在快乐中学习。 (姜波)

乳山市实验中学关注初四师生复学心理健康。通过

骨干教师讲座、建立谈心手册等方式对复学师生的心理

进行了有效疏导和防范。 (任静)

乳山市西苑学校加强对小学生的书写习惯培养，从

坐姿、握笔姿势抓起，从汉字的笔画、笔顺等入手，切实

做好书写培养工作。 (王晓飞)

乳山市大孤山镇中心学校隆重举行了主题为“谱青

春华章、展时代风采”入团宣誓仪式”，有8名同学光荣地

加入共青团。 (王慧)

乳山市畅园学校开展师生“走进自然拥抱健康”主

题活动。倡导“每个人是自己第一健康责任人”的理念，

充分发动广大师生走出家门，体验生活、亲近社会、拥抱

自然、陶冶身心，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健康城市建

设，形成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规模效应。 (张玉花)

工银瑞信24只基金斩获五星评级

近日，招商证券、海通证券、银河证券
和济安金信四家权威机构最新的基金评价
结果出炉，工银瑞信凭借突出的综合投资
管理能力，旗下共有24只基金获得五星评
级，产品覆盖股票、混合、债券、指数、QDII
等多种类型。其中，工银前沿医疗、工银养
老产业凭借优异的业绩表现，同时包揽四
家机构的最高评价；以长跑能力见长的工
银双利债券、工银产业债同时获得银河证
券的三年期、五年期双五星以及海通证券、
济安金信的五星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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