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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日，首届“河南
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集
中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活动主题
为“让文明之光照亮新征程”。

启动仪式上，文明城市代表
（郑州市）、文明单位代表(省总工
会）、文明校园代表（郑州大学）、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代表（巩义
市）、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代表（郑
州市“绿城小红象”志愿服务队）

等围绕如何贯彻落实《河南省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发言。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河南
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贯彻落实，
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文明观
念，养成文明行为习惯，结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和3月5日
学雷锋日，省文明办决定于3月
第一周，即从3月2日至6日，以

“让文明之光照亮新征程”为主题，

依托全省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传
播平台，开展活动。其间，采取全
省同步启动、每天一个主题活动的
形式，开展讲文明礼仪、学党史国
史、送文艺节目、献暖暖爱心、送健
康科普等五大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为融合推进“两中心”建设探索方
法途径，在全省营造争做文明事、
争当文明人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3月2日，记者从河
南省医疗保障局获悉，河南省医
疗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已上线运
行。目前，省本级单位网厅和个
人网厅已开通，省辖市单位网厅
和个人网厅正在建设中。省直参
保单位经办人登录http://fuwu.
ylbz.henan.gov.cn/完成注册后，
业务期内可在网上办理单位业
务；省直参保职工在激活本人医
保电子凭证后，业务期内可通过

扫描二维码直接登录个人网厅办
理个人业务。

据悉，目前，可以通过单位网
厅办理的业务包括：参保人员新
增、停保、续保、在职转退休，打印
转移用参保凭证等。通过单位网
厅办理业务时，需上传与线下相
同的办理材料。个人网厅可办理
异地就医备案、基本信息变更和
部分查询事项。省医疗保障服务
中心受理单位或个人网上申报业

务后，两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通过审核的，系统显示“审批通
过”；未通过审核的，系统将显示

“审批未通过”并注明审批未通过
原因。单位或个人可在完善相关
材料后再次申报。

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将
加快完善网厅功能，逐步开通参
保单位和个人网上经办的其它业
务模块，使参保职工和单位享受
更为方便快捷的服务。

本报讯 昨日，洛阳市王城公
园人工育幼室内，饲养员王师傅
正在给一只雌性虎崽准备“早
餐”。2020年11月17日，王城公
园华南虎妈妈“南南”一胎生下3
雄一雌4只小华南虎。由于虎崽
数量较多，又已进入冬季天气寒
冷，为了确保每只虎宝宝的健康，
公园将3只体格较强壮的雄性虎
崽留给母虎带养，将体重最小的1
只雌性虎崽交给饲养员进行人工
育幼。

“3只由母虎喂养的虎崽体型
明显大一些，人工育幼的雌性虎
崽虽然体型稍小，但也非常健
康。”据虎崽饲养员介绍，目前这4
只小虎已满百天、生长情况良好，

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室外活
动。4只虎崽中，由母虎自带3只
小虎体重达到15千克左右，人工
育幼的小虎体型和体重与它们有
些差距，但性格更加活泼好动一
些。母虎奶水充足，可以很好地
喂养3只虎崽，人工育幼的幼虎
每天能吃两顿牛肉，饲养员还会
在幼虎的食物中添加维生素、骨
粉、鱼肝油等营养物质，保证小虎
的健康成长。

“华南虎出现4胞胎的情况
非常罕见，这胎小老虎也是近年
来数量最多的一胎。”王城公园动
物园副园长刘兆阳告诉记者，华
南虎一胎一般会有2-3只幼崽，
这次的4胞胎虎宝非常难得。记

者了解到，华南虎崽的妈妈“南
南”出生于2009年 4月，是王城
公园第一次繁殖成活的华南虎。
华南虎“南南”和华南虎“旺旺”配
对成功以来，已经成功繁殖华南
虎15只（包括目前的4只）。

“一般情况下华南虎幼虎在
出生满一百天后，即视为成功渡
过危险期，园区才会选择公开虎
宝宝的情况。”刘兆阳说，目前幼
虎健康状况良好，等到天气温度
适宜时，就会安排虎宝宝与市民
见面。洛阳王城公园动物园从
1985年开始饲养华南虎，经过多
年努力，目前园区内有54只华南
虎，华南虎数量居全国第一，同时
也是世界第一。

一等奖开出2注1000万

当期全国共开出2注一等奖，均为1000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浙江温州、甘肃临夏，两
位幸运儿分别是以10元、4元单式投注票命中
1000万大奖。

稍微遗憾的是，当期来自浙江温州、甘肃临
夏的中奖者均没有追加投注，在单注一等奖方面
没能多拿 800 万元追加奖金，双双与封顶的
1800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擦肩而过。

二等奖开出51注，每注奖金30.25万余元；
其中1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24.20万
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54.46万元。

三等奖开出162注，单注奖金1万元。四等
奖开出357注，单注奖金3000元。五等奖开出
10726注，单注奖金300元。六等奖开出13021
注，单注奖金200元。七等奖开出24754注，单
注奖金100元。八等奖开出461742注，单注奖
金15元。九等奖开出5130251注，单注奖金5
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10.60亿元滚存
至3月3日（周三）开奖的第21023期。

年后购彩，警惕三种心态

从“过年状态”切换到“正常生活状态”，不少
购彩者又来到体彩实体店，继续为生活添彩，为
公益助力。复工返岗需要张弛有度，年后购彩亦
要注意理性把控。

一是，冲动心态不可取。购彩要理性冷静，
量力而行。进入实体店购彩前，应及时提醒自己
保持淡定心态，做到购彩不盲目、不冲动、不失
控，让幸运一步一步到来。

二是，对标心态亦是错。走进体彩实体店，
遇到过年期间未见的朋友们，难免你一句我一句
助长购彩热情。老友相见要做到购彩不怂恿，互
相监督，理性购彩，在期待分享中奖喜悦的同时，
也让朋友情谊更加深厚。

三是，忘我购彩有风险。切忌分不清生活中
的主次，把购彩当成生活的全部。要适应年后面
临的繁忙工作，第一要务是调整作息，分配好时
间和排期，在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购彩，
方能称之理性。 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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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22403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3421477元。

罕见四胞胎，华南虎“萌宝”百天啦！
天气温度适宜时，洛阳王城公园将安排虎宝宝与市民见面

体彩大乐透
开出2注一等奖
当期筹集彩票公益金9647万元

3月1日，体彩大乐透第21022期前区
开出号码“02、12、22、30、33”，后区开出
号码“02、04”。当期全国销量为2.67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647万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曼 通讯员 张晶晶 文图

河南省医疗保障公共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参保职工可通过扫描二维码登录办理个人业务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瞧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郭兵

首届“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集中启动

全省同步，开展五大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