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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情报站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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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双色球”（第2020083期）
红色球号码：1 19 25 26 30 31
蓝色球号码：1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7注 7916189元
二等奖 96注 265798元
三等奖 1266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7563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0194期）
中奖号码：2 5 10 11 1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87注 2160元
二等奖 5661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58万元。
福彩3D（第2020194期）
中奖号码：9 4 1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873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463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183万元。
体彩“7位数”（第20111期）
中奖号码：3 9 8 9 0 9 1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2注 24354元
二等奖 41注 2376元

体彩“排列3”（第20193期）
中奖号码：3 0 9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348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984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0193期）
中奖号码：3 0 9 6 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52注 100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0年8月29日江苏中奖注数

92319注，中奖金额1820531元。

大乐透开出7注一等奖
淮安、徐州各中855万元

8月29日，体彩大乐
透第 20082期全国共开
出 7 注一等奖，3 注为
1540万元追加投注一等
奖，4注为 855万余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其中2注
出自淮安、徐州。当期开
奖结束后，9.13亿元滚存
至今晚开奖的第 20083
期，敬请期待。 安妮

A4今日置顶 2020年8月31日 星期一
编辑：杨民仆 版面：朱慧琴 校对：张英

厂家直供价298元 ，轻薄舒适，吸湿透气，特别适合空调房间
这种被子夏天谁盖谁说好！

蚕丝被恒温保湿,蓬松柔软，空调房间里，盖上更
舒适。蚕丝的纤维是多孔状的，可以双向调节温度，
天热时排散热量，天冷时减少热传导，被窝温度始终
在适合睡眠的温度。多孔性的结构使得水分子很容
易扩散与吸收，良好的保湿性使皮肤不会干燥。此外
蚕丝外面有丝胶，具有较佳的防霉、抗菌的天然特
性。闷热多雨的季节，只需将被子在通风处吹一吹，
即可使用。

这款蚕丝被来自中国蚕丝被生产基地——浙江桐
乡。甄选优质蚕丝填充，四季皆可使用。手感柔软爽
滑，外观色泽光亮。采用传统手工拉制工艺，确保被子
的蓬松柔软；有内胆，精致滚条包边，美观大方。现在
很多不法商家用其它纤维来代替蚕丝，不懂的买家，不

仅上当受骗，有的甚至引起皮肤病。购买时请认准品
质商家。

吕大姐说，夏天到了，一直寻思着换一床空调房间
能盖，且不闷热的被子。找了好久，被这款被子吸引
了，买来发现蚕丝被货真价实，特别舒服柔软！厚薄
度、重量都恰到好处，贴身性能好，别提多舒服了！不
夸张地说，可以一觉
睡到天亮。夏天给
家人就要选择这样
一条好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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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乳胶床垫钜惠

不少家庭,床铺用久了，床垫会老化，舒适度下降,
换床铺又麻烦。现在“贝奇特”出了 2.5 公分厚的乳胶
床垫,直接铺在旧床铺上面，既提高了舒适度，又省钱不
折腾。市面上很难找到这样实惠的价格。上周一家高
端酒店一次就定制了4万多床这款厚度的乳胶床垫。

为什么选择这款乳胶床垫

■可直接铺在原有床垫上使用。

■90%天然乳胶，干爽透气、冬暖夏凉。

■蜂窝透气孔，吸湿排热效果
好，使螨虫生存环境被破坏。
再也不用费劲地等出太阳晒床
垫了！

■受压后能快速回弹，顺应身
体轮廓包裹头颈部。贴合人
体、放松护脊。

■配有床垫套，外套可拆洗，方
便洗护。

蚕丝被保养与收纳小提示：■不能水洗，如果沾上污渍，需专用洗涤剂清洗，于通
风阴凉处自然晾干；■建议使用时套上被套，避免在被上跑跳；■切勿暴晒，蚕丝
蛋白会因紫外线变脆缩短寿命；■收纳时勿使用樟脑丸，以免破坏蚕丝中的蛋白
质结构。■不要重压，以免影响蓬松度。

透气不闷热，放肆酣睡整晚

77月装修刚结束月装修刚结束，，幼儿园就要开园幼儿园就要开园
园方拿出了室内环境合格的报告园方拿出了室内环境合格的报告，，但家长认为检测参照的标准已经过期但家长认为检测参照的标准已经过期

九月开学季是孩子回归校园

的日子，也是很多孩子求学的起

点。但最近，南京江宁区麒麟街道

中海国际社区的众多家长遇到了烦心事，针对

一个月前结束的幼儿园室内装修，园方拿出了

一份显示室内环境合格的报告，然而细心的家

长发现其检测参照的标准早已过期。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宋南飞

麒麟科创园天业路幼儿园是今年
即将开园的一所公办幼儿园，记者在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中查找到
（江宁分中心）麒麟科创园天业路幼儿
园（暂定名）室内装饰、绿化工程项目
总承包监理的中标公示，公示日期是
2019年10月9日—2019年10月12
日。周边小区中海国际社区的居民王
女士告诉记者，该幼儿园去年动工，受

疫情影响，今年7月底左右全部完工。
开学离完工一个月时间，不少家

长表达了室内环境可能对孩子产生不
良影响的担忧，“小孩子正在长身体，
万一对孩子造成潜在的身体伤害，将
来也说不清。”中海国际社区二期业主
宋女士孩子今年4岁，本打算这个9
月送孩子去幼儿园，因为担心室内环
境污染而犹豫。

面对家长们的质疑，天业路幼儿
园出示了一份检验报告，报告显示检
测项目为室内空气质量，检测中心为
南京方园建设工程材料检测中心，具
体检测氡、甲醛和苯，检测一层小（一）
班教室中部和二层小（四）班教室中
部，评测结果显示氡、甲醛、苯、氨和
TVOC五项指标都合格。检测结论
是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符合标准
GB50325-2010《民用建筑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规范》（2013年版）规定的I
类民用建筑工程要求。

这份检测报告不仅没有让家长们
安心，反而更加担心。原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在2020年1月份发布关于
发布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
境污染控制标准》的公告，公告显示
GB 50325-2020《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自2020年8月
1日起实施。原《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2010）同时废止。而幼儿园出示的检
测报告日期是2020年8月24日。

这就意味着天业路幼儿园出示的
检测报告并不符合最新的《民用建筑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记者
通过比较，发现新版《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较GB50325-
2010（2013年版）相比，增加了甲苯
和二甲苯的检测。并且对幼儿园等装
饰装修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GB
50325-2020标准 6.0.14 条规定，幼
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老年人照
料房屋设施室内装饰装修验收时，室
内空气中氡、甲醛、氨、苯、甲苯、二甲
苯、TVOC的抽检量不得少于房间总
数的50%，且不得少于20间。当房间
总数不大于20间时，应全数检测。而
现在并没有检测到20间。对此，家长
提出应根据最新标准进行检测。

8月28日下午，记者来到麒麟街
道天业路的中海国际社区，由于在地
图上未能搜索到“江宁麒麟科创园天
业路幼儿园”，便一路问市民，找到了
天业路幼儿园。从小门进来时，记者看
到门口还堆着装修垃圾，教师在整理
教室。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今天要把
垃圾清理干净，明天是家长开放日。”
对于才装修好的质疑，工作人员表示
家具不是新的，是早就弄好的，柜子很
多是成品柜。

8月29日是家长开放日，每个家
庭限一名家长带幼儿入园参观，不少

家长表示幼儿园里面还是有味道的。
记者拨打了园内教师电话，对方告诉
记者，所谓的7月完工指的是所有的
装修结束，包括办公家具、窗帘安装。
而刷漆、打家具等在年前就结束完工
了，孩子们用的家具在一年前就招标
结束了，今年三四月份全部运到科创
园其他学校进行通风、晾晒。

对方表示，公办幼儿园的装修、材
料等都是由第三方监理部门全场监
督，每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也按照标
准进行了检测，关于检测的问题，会有
专业人士进行解答，让家长等待回复。

记者联系了江宁区教育局，对方
表示幼儿园一定是经过环评、符合开
园条件才能开园。至于用什么标准、测
几个点、检测方式是有法律规定的。如
果家长对新开的幼儿园比较担心，一
开始可以选择不过来，公办幼儿园可
以保留学位，保留1个月或者半个月。

随后，记者联系江宁区环保局，对

方表示环保局测试工业企业排放废
气，不做室内甲醛检测，建议委托第三
方机构测试。

9月1日即将来临，究竟要不要把
孩子送入幼儿园依然是附近家长纠结
的问题。天业路幼儿园是否同意家长
的诉求，按照新的标准重新检测，紫牛
新闻记者将继续关注。

刚刚装修完工的幼儿园要开园

拿出检测报告，反被家长质疑

开放日前园内清理装修垃圾

可选择不立即入园，让保留学位

园方回应

记者探访

官方表态

麒麟天业路幼儿园即将开园

幼儿园内部已布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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