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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12亿元派奖火热进行中
山东福彩喜迎开门红 1198万元+796万元大奖来到齐鲁

11月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12亿元大派奖活动
迎来首期开奖，当晚全国中出
一等奖7注，单注奖金7965155
元(不含派奖奖金)。一等奖中，
5注一等奖符合双色球派奖活
动条件，可再获400万元特别奖
奖金，一等奖+一等奖特别奖达
1196万余元！值得一提的是，本
期开奖山东彩友运气颇佳，济
宁与威海彩友各中1注一等奖，

大 奖 福 地 分 别 位 于 济 宁 市
37088262号福彩站和威海市
37108213号福彩站。

自双色球第2022125期(11
月1日开奖)起，中国福利彩票
发行管理中心启动双色球12亿
元大派奖活动，每期安排2000
万元特别奖奖金，对当期单票
金额超过20元(含)的一等奖中
奖彩票，每注按当期一等奖单
注基本奖金1:1比例派送特别奖

奖金。若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
金不足以按照1:1比例派送奖金
时，则由符合派奖条件的一等
奖中奖者按照中奖注数均分。

根据数据检索，双色球派
奖活动首期，全国共诞生5注一
等奖特别奖，其中云南2注，山
西、山东、陕西各1注，每注特别
奖奖金400万元。另外2注常规
一等奖分落湖北、山东。

据了解，本期开奖中，山东

彩友的一等奖彩票分别出自济
宁市37088262号福彩站与威海
市37108213号福彩站。出自济
宁的一等奖彩票为投注额20元
的“胆3拖5”自选胆拖票，满足
双色球12亿元派奖活动条件，
在收获一等奖的同时，还可再
获400万元特别奖。此外，该彩
票还中得6注三等奖和3注四等
奖，奖金总计11983755元。诞生
于威海的双色球一等奖，中奖

彩票为投注额10元的机选单式
票，票面奖金7965155元。

如今，双色球12亿元大派
奖已火热开启，中国福利彩票
发 行 管 理 中 心 自 双 色 球 第
2022125期起，连续开展20期派
奖，其中一等奖特别奖派送4亿
元，六等奖翻番奖派送8亿元，
单票投注金额满2 0元即可参
与，单注奖金最高可到2000万！

(赵璨)

近日，为庆祝山东省第二
十八届环卫工人节，聊城市福
彩中心举行“福彩送爱·情暖环
卫工人”活动，为全市奋斗在一

线的环卫工人送去20万元福彩
公益金，把关爱和祝福送到环
卫工人手中，用实际行动践行
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的发行宗旨。

作为城市劳动者，环卫工
人一直是聊城福彩心系的人
群。近年来，聊城市福彩中心连

续开展“福彩送爱·情暖环卫工
人”慰问活动，在全市福彩站点
设立爱心驿站，用实际行动为
广大环卫工人提供暖心帮助。
为进一步体现聊城福彩对环卫
工人的关爱，今年聊城市福彩
中心还协同市政城市管理局举
办了“福彩杯”城市精细化管理
环卫行业技能竞赛，进一步增
强环卫工人业务技能，助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

聊城市福彩中心还呼吁广
大市民朋友关心关爱坚守在一
线的“城市美容师”，尊重理解
他们的辛勤劳动，珍惜他们的
劳动成果，为他们的工作生活
创造力所能及的条件，让城市
越来越美丽，社会越来越温暖。

(韩萌)

10月30日，泉
城彩市传来喜讯，
当晚开奖的快乐8
游戏第2022289期
中，济南章丘枣园
镇府前街福彩第
37018130号销售
站中出10注“选九
中九”奖，奖金总
计达300万元！近
日，中奖彩友刘先
生(化姓)来到济南
市福彩中心，办理
了兑奖手续。

刘先生介绍，
自己已有五六年的购彩经历，快乐8
是他近年来必玩的游戏。“我是个低
调的人，不喜欢过多的社交，有空就
喜欢在福彩站买几注彩票，或者在
家看看书，写写字。”刘先生说，虽然

经常玩快乐8，但是
对快乐8并没有特别
固 定 的 投 注 方 式 ，

“选二”“选五”“选
九”等多个玩法都会
尝试，10月30日，便
花20元选购了一张

“选九”玩法的十码
复式彩票。

办理领奖手续
时，刘先生表示，自
己这次中奖，有激动
也有遗憾。激动的是
中得了 3 0 0 万元大
奖，遗憾的是“如果

当时买‘选十’就更好了”。不过，刘
先生表示，中得300万元大奖已经十
分幸运，以后还会坚持买彩票，为社
会贡献一分自己的力量。

(门颖倩)

福彩送爱·情暖环卫工人
聊城福彩为环卫工人送去20万元福彩公益金

20元换来300万元 一起向快乐出发

随着梦天实验舱成功发
射升空并顺利完成交会对接
和转位，中国空间站“T”字基
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目前，
梦天实验舱8个科学实验柜陆
续加电开机，即将开始在轨测
试。

在梦天实验舱装载的8个
科学实验柜中，高精度时频科
学实验系统就占据了两席，并
有西安、北京、上海的三处地
面系统配合支持。在中国科学
院国家授时中心，科研人员正
对地面台站进行检查，为即将
开始的在轨测试做准备。

据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
中心主任张首刚介绍，已经制
定了比较详细的在轨测试方
案，大约需要一年时间。第一
个阶段是对它的状态进行确
认，对其参数进行优化，大概
需要180天；剩下的180天，要
对天上也就是空间载荷设备
的性能，包括原子钟进行测
试、评估。完成这些动作以后，
进入常规运行状态，开展相关
的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

据介绍，高精度时频实验
柜是空间站中最复杂的实验
柜，由十三台单机组成，其中
包含全球首台空间光钟、全球
首台空间超窄线宽激光器、全
球首套具有微波和激光双链
路的低轨航天器天地时间频
率比对系统等。高精度时频实
验柜正式运行后，将成为全球
领先的空间时间频率产生运
行系统，为相关精密测量物理
提供研究平台，为相关工程技
术应用提供高精度时频信号。

张首刚举例说，高精度时
频实验柜可以支持地面一些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时间同
步，提高它们的性能，包括改
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性能
等。我们期待产生一些具有国
际影响的基础物理研究成果，
同时支撑建设国家“空-天-
地”立体交叉的国家授时体
系。 据央视新闻

最近，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
完成转位，这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

“T”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
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
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在2022腾讯
科学WE大会上透露，之后会相继发
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
载人飞船，将3名航天员送入空间站
组合体。届时，将有6名航天员同时
在空间站工作生活，实现我国空间
站建造阶段所有既定任务。

杨宏指出，未来，空间站还可进
行拓展，以空间站组合体为太空母
港，由众多航天器跟随母港伴飞，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站方案。

一直以来，团队瞄准国际航天技
术前沿，独立自主地打造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空间站，坚持系统谋划和顶
层设计，一体化设计空间站的3个舱，
使多个舱段、多个航天器的系统可整
合重构，大幅提升了整体可靠性。

“我们所突破的关键技术都是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杨宏表
示，比如机械臂是空间站上的多面
手，但如何保证机械臂的工作范围

能覆盖整个空间站？若按常规思路，
机械臂长度得达到六七十米。但这么
长的机械臂，不但设计研制难度大，而
且即使做出来了也没法带上天。于是，
科研人员采用了仿生原理，制作出可
以在空间站表面上自主爬行的智能机
械臂。“这样一来，10米臂长的机械臂，
也能覆盖整个空间站。”杨宏说。

空间站共有3个舱段，分别是天
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
舱，需要在天上像搭积木一样将它
们组装建造起来，实现“1+N=1”。其
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在轨组合体
的控制和运营管理的大脑，每个实
验舱在发射对接完成后，整个组合
体的管理由天和核心舱负责。

“我们的原则是，组装规模适
度，但留有发展空间，也就是具有可
扩展性。空间站能扩展到6个舱，最
大吨位达到180吨。”杨宏表示，未来
以空间站为母港，大型巡天望远镜
等科学设施也可以伴飞。平时做实
验时，这些设施可以独立飞行；需要
维修、补给燃料的时候，它们可以自
主对接到空间站上，由空间站的机

械臂进行照料，空间站航天员可以
出舱对这些设施开展维修和维护。

“空间站建造是建设科技强国、
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我们
要确保空间站组装建造任务圆满完
成。在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阶段，要
打造国家太空实验室，服务于国家
战略需要，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
充分发挥其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杨宏强调。

此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与联合国外空司向国际社会发出
了邀请，欢迎各国科学家到中国空
间站来做实验。“我们愿同世界各国
的科学家一起，在中国空间站这个
平台上，开展多项科学实验，共同开
发空间资源，和平利用太空，为人类
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杨宏表示。

据科技日报

中国空间站未来可有多个航天器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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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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