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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
1月14日 21：38

福彩开奖
1月14日 21：48

2020年1月15日 星期三

福彩直通车

福彩双色球 2元可中1000万

南通福彩网http://ntfcw.tt17.com/

2019年11月24日，双色球第2019135期开奖，当期一等奖全国共中出4注，
其中一注被我市如皋彩民中得。该中奖彩票是一张花费6元的“6+3”自选复式票，
出自如皋如城镇庆余路112号，编号为32065445的福彩点。除中出1注一等奖
外，还兼中2注二等奖，加上1注一等奖普惠奖，共收获奖金达1295万多元。

2019年11月25日一早，站点机主孙亚峰已早早地架起拱门，挂起横幅，忙里
忙外地张罗着。彩票站中出一等奖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邻居和彩民朋友都纷纷
来到投注站凑凑热闹沾沾喜气。昨晚十点多，孙先生得知了中奖喜讯，和妻子两人
兴奋得彻夜难眠。孙先生表示，自己的店开了四年，头一次中到大奖，而且还是当
期全省唯一一注双色球一等奖，他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据孙先生回忆，中奖彩民是
位四十多岁的老彩民，而且是双色球的铁杆粉丝，每期都买，喜欢自己研究走势图
写号码，投注方式一般都采用复式票。

本期计奖结束后，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活动还剩13期，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
奖金额为4亿元，一等奖普惠奖剩余派奖金额为6500万元，六等奖特别奖剩余派
奖金额为2.74亿多元。市福彩中心副主任侯永生表示，这是南通福彩2019年中出
的双色球第5个大奖，希望好运可以带给更多的人。

福彩送彩！双色球1295万空降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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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情报站

申请体彩站点详见南通体彩网（www.nttc.net.cn）“建站信息公开”专栏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83512260

2019年对于江苏的体彩彩友来说是大获丰收的一年！去年，江苏彩
友中共擒获340个体彩百万以上大奖，创下历年来新高！盐城和南京两
位彩友大放异彩，分别擒获一次大乐透亿元以上大奖，成为2019年江苏
购彩者中的翘楚！

大乐透新规利好 二等奖高达千万级
大乐透新规的实施除了让大乐透千万头奖更加常态化，同时也提升

了大乐透二等奖的奖金成色，经常让大乐透百万二等奖也成为一种常态，
江苏很多购彩者都是通过大乐透二等奖在2019年圆了百万甚至千万中
奖梦想。在江苏体彩兑奖大厅，经常有领奖者感叹大乐透新规带来的好
处，没想到中个二等奖也能让自己成为百万中奖者。大乐透二等奖在
2019年还有更高光时刻，如在大乐透19051期，常州一彩友揽获33注追
加二等奖，总奖金达到2975万元；大乐透19138期，南京一彩友席卷60
注二等奖及若干小奖，总奖金达到2000.88万元。

340个百万大奖！江苏体彩2019年中奖创新高！

晚报讯 一台压路机，占道停
放两三个月，一直无人移走，除影响
通行外，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小
觑。去年12月25日，市民吴先生
向市12345在线平台举报，希望相
关部门将这台停放在校西路南川园
路口“老赖”压路机移走。然而，耗
时半个多月，“12345”几次交办均
因苦寻无主遭退单，让人对这个“老
赖”无可奈何。

1月14日，记者根据举报线索
来到现场，只见这台黄色的压路机
停放在校西路南川园路口桥面上，
压路机上未见所属公司名称，也未
见任何联系方式，压路机驾驶室右
侧玻璃破损，其内凌乱不堪并积有
不少灰尘。校西路（青年路——南
川园段）被河道一分为二，河东为
由南向北单向通行，河西为由北向
南单向通行。“这段路是我回家的
必经之路，上次就因为压路机影响
视线，险些跟电瓶车相撞。”吴先生

说，“如果是因为施工需要临时停
放，大家完全可以理解，但这台压
路机停放在这里两三个月，附近也
没有任何压路施工迹象，一旦出事，
该找谁？”

记者根据吴先生所述路线驾车
体验一把，发现汽车沿校西路由北
向南自此处掉头驶往河东道路，压
路机对视线影响较为明显，若有电
瓶车由东向西冲出，确有可能令驾

车人处置不及。
据了解，市民吴先生所反映的

情况，“12345”先后三次派单交办，
崇川区住建局、市市政和园林局、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均以非本单位遗
留为由退单。由于苦寻无主，此单
已成近期“12345”难点诉求案例，
市民盼相关部门能及时消除“老赖”
占道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

记者江建华

“体恤民生，公正司法”，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当事人赵
某，将一面锦旗递到如东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手中,“感谢你们找
到真相，我才不用背不存在的债
务，这面锦旗，你们一定要收
下。”

时间回到一年前。2019年
初，下岗职工赵某接到法院执行
法官的电话，被告知要对其房产
进行拍卖，用于清偿夫妻共同债
务。原来，2016 年至 2017 年
间，赵某的前夫钱某在二人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资金周转之
需，向丁某累计借款200万元
且未及时归还，后丁某诉至法
院。2017年12月，借贷双方达
成分期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调
解协议，并规定由赵、钱二人共
同负担。

飞来的巨额债务让赵某难以
接受，她不但对这200万借款毫
不知情，也未曾见到前夫将此借
款用于家庭共同开支。当年 3
月,怀着一线希望，她来到如东
县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

该院检察官初步审核案件材
料后发现，赵某就案涉生效调解
书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之前并未
向法院申请再审，依据现行规定
检察机关无法依申请受理该案。
同时，经再三询问赵某，她只是
反复称自己对这件事情毫不知
情，但又无法拿出证据来支撑她
的说法，无法推翻原审法院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案涉债务系夫妻
共同债务的判定。

如何寻得案件的突破口？检察
官又翻开了原审案卷材料，细细查
看时，两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引起
了检察官的注意。回单显示，
2017年3月20日上午钱某转给丁
某1.2万元，同日丁某又转给钱某
40万元。这前后相继的两笔钱到
底是什么关系？办案检察官调阅了
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最终确定这
1.2 万元是 40万元借款的首月利
息。在借款拿到手之前就给付了利
息，本质上属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
息，也即“砍头息”。

为进一步了解这200万元借款
的流转及利息支付情况，承办检察
官又前往银行进行走访调查，同时
对钱某等人进行详细询问，发现这
200万元借款中还存在另外两笔预
先支付的利息，一笔3万元、一笔
1.6万元。此时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借款人丁某通过预支利息的方式变
相虚增借贷金额，且在后期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时隐瞒了该事实，因
此该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

据此，如东县检察院向法院提
出再审检察建议。2019 年 8月，
该案再审开庭，双方在再审过程中
达成了和解协议，最终赵某无须承
担共同还款责任，而由钱某一人承
担60万元的合理债务，原民事调
解书亦被法院撤销。

本报通讯员韩锋 陈小龙
本报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车牌缺了一角，字母
“Z”变“7”；两块车牌折叠，蒙
蔽电子眼……12日，市交警九大
队连续查获两起涉牌违法行为，司
机均被一次性记满12分。

当日上午10点半，市交警九
大队民警张晓东、葛菲在市区跃
龙路瑞远路口发现一辆疑似加装
栏板的重型自卸货车由北向南驶
来，遂拦下检查，结果发现该车
不仅非法加装栏板，而且前号牌
苏F8159Z有一小块缺失，使原本
的字母“Z”看起来像是数字

“7”（右图）。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警方依照故意污损号牌行为对司机
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并对
其非法加装栏板的行为开具了违法
通知书。

当日晚8点左右，民警葛菲、
王捷夜巡至崇川路城山路口时发现
两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疑似闯禁区。
当第一辆半挂车被拦停后，驾驶员
迅速跳下车，把遮挡号牌的物件扔
出，这一过程没能逃过民警的火眼
金睛。物件很快被民警在车旁找
到，是一块折叠的黄色机动车牌。
该半挂车车头牌照为苏FE1529，
折叠车牌遮挡了部分号牌。驾驶员
对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供认不讳，
自称是为逃避闯禁区违法行为的抓
拍。最终，他被处以罚款200元、
记12分。 记者张亮

女子遭遇巨额“飞来横债”
检察官细致调查还原真相

压路机占道数月无人过问
“12345”三次派单被退，市民盼尽早移走

车牌缺一角 字母“Z”变“7”

司机一次被记12分罚款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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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数第20008期
7、0、3、8、9、6、7
排列5第20014期
1、6、1、5、0

双色球第2020006期
红球：3、4、5、10、16、32
蓝球：9
乐透型15选5第2020014期
1、3、11、13、15
3D第2020014期 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