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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
3月25日 21：38

福彩开奖
3月25日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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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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中国体育彩票购彩者：
从3月11日起,各级体育彩票

机构将根据当地的疫情防控形势，在
充分做好各项复工准备的前提下，有
序恢复体育彩票各游戏销售，您可以
前往已恢复销售的体育彩票实体店
选购体育彩票,为生活添彩，为公益
助力。

由于疫情防控工作目前仍处于
“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的阶段，
仍需要您和我们一起，坚定信心，携
手并进，战胜疫情。在此，我们呼吁
并提醒：

一、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在前
往体彩实体店购买彩票时，请自觉佩

戴口罩、注重自我防护，配合体彩销
售人员做好疫情防护工作。

二、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情
况，目前仍有部分地区尚未具备恢复
体育彩票销售的条件，请大家留意本
地区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公告，也请
您对此给予理解和支持。

三、在享受体育彩票带来的幸运
与欢乐的同时，勿忘快乐购彩、理性
投注，保持良好的心态参与体育彩票
公益事业。

寒冬已去，暖春即来。在再次相
逢的时刻，我们坚信，在每一位温暖
有光的购彩者的支持下，国家公益彩
票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致中国体育彩票购彩者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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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一遇金鼠年，福彩来献礼，福彩“庚子鼠”生肖系列即开票隆重上市
啦！该票紧扣生肖主题，风格喜庆热烈。“庚子鼠”生肖系列彩票共有3款，凡
购买面值5元、10元、20元的“庚子鼠”系列生肖即开票都有机会参与金条促
销活动。

这三款彩票主题票面丰富、玩法简单有趣，充分满足广大彩民们不同的
玩彩需求。至2020年5月10日，凡是购买江苏省销售的三款鼠年生肖系列
票，在不中常规奖项的彩票中，刮出“金条”奖符，送鼠年生肖5G金条1根。
活动期间，购买任一款面值鼠年生肖票，凡经系统扫描单张彩票中得500
元，送价值300元的鼠年生肖即开票。

快来行动吧，好运非你莫“鼠”！

刮刮乐“庚子鼠”送惊喜 好运“鼠”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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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王
斌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居
民外出急剧减少，消费市场受到
较大冲击，特别是对2月份消费
影响巨大。但与此同时，我国消
费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活力和
新增长点。

“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不断
拓展，无接触配送、无人零售、直
播零售等消费新模式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远程办公、‘互联网+
医疗+药店’等逆势发展；信息消
费、卫生健康用品消费显著增
长。”王斌说，随着一系列促消费

政策落地见效，预计消费将逐步恢
复。疫情不会改变我国消费长期稳
定和持续升级的发展趋势。

赵萍认为，当前各地生活服务
企业复工复产持续推进，服务消费
规模将得到有效提升。以旅游和餐
饮消费为例，疫情期间，居民外出就
餐和旅游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有效
满足，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前段时间被抑制的服务消费有望迎
来反弹。

王斌表示，商务部将进一步研
究提出促进汽车、家具、家电等重点
商品消费的政策措施。同时，壮大

服务消费，促进城市消费，提升乡村
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不断创新消费
促进平台。

“新型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下一步将围绕培育发展
新消费，加快以5G网络和数据中心
为重点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努力推进信息服务全覆盖。鼓
励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模式，
促进传统销售和服务上线升级。鼓
励使用绿色智能产品，促进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坚持包容审慎监管，
推动新消费健康发展。”哈增友说。

新华社记者王雨萧 何晨阳

据新华社长沙电 记者从湖南
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岳阳县
人民法院昨天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
起涉疫情防控案件，被告人蒋某犯妨
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2020年2月18日19时许，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岳阳县某村村支
书陈某接到举报，该村村民张某家
有外县人员聚餐。随后陈某与着制
服的驻村辅警范某来到张某家，发
现有五六人正在聚餐。陈某上前劝
说疫情期间不要聚会并和张某交

谈，坐一旁聚餐的蒋某却对陈某、范
某的劝说行为进行暴力阻碍。民警
到场后准备依法传唤蒋某及现场有
关人员，遭到阻拦。增援民警赶到
后，蒋某趁机溜走。后蒋某主动向
公安机关投案。经鉴定，陈某和范
某受伤程度均为轻微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暴力
手段阻碍执行公务人员疫情防控工
作，致二人轻微伤，其行为已触犯刑
法，构成妨害公务罪。 谭畅

应对疫情冲击，消费如何提振？各地推出了哪些实招？

促消费举措出台，你准备好了吗
连日来，中央各部门出台一

系列促消费举措，为百姓消费营
造更好的条件环境。国家发改委
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
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的实施意见》，从市场供给、
消费升级等方面提出19条具体
举措；商务部印发通知，提出发展
网络消费；国家发改委等28个部
门联合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各地也纷纷推出一系列促消
费举措——

——促进文旅消费活动。宁
夏通过提前下达重点项目补助资
金、发放各类创评扶持奖励资金

等措施，激活文化和旅游消费市场；
山东济南面向旅游景区、旅行社等
文旅企业推出2000万元惠民消费
券；新疆部分景区推出门票半价或
买赠活动。

——刺激餐饮消费市场。南京
大型餐饮企业通过会员积分、发优
惠券等方式，请市民“到店”消费；宁
波打包一批餐饮品牌企业，面向企
业、机关单位等提供优惠团餐服务；
福州开展餐饮“无接触外卖月”活
动，拉动餐饮消费。

——激活线上消费潜力。上海
推出“云走秀”“云逛街”“云上快闪
店”等“云购物”模式；深圳市商务局

联合腾讯微视发起“微视鲜粉节”助
力水产销售；内蒙古开展电子商务
促消费专项行动，大力发展网红经
济……

数据显示，截至16日，全国已有
28个省区市3714家A级旅游景区
恢复对外营业，复工率超过30%，全
国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超过6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
和消费司司长哈增友说，促进消费
回补和潜力释放是有效对冲疫情影
响、提振经济的关键举措。特别在
当前国外疫情加速蔓延下，集中精
力扩大国内消费、培育强大国内市
场正当其时、非常必要。

“这款产品干性肌肤也可以
用，喜欢的话点击右下角蓝色购
物袋就能购买，一会儿我们还有
直播间抽奖活动……”19日晚，
在北京汉光百货兰蔻专场直播间
里，护肤顾问化身“云柜姐”，向屏
幕前的2万多名“顾客”逐一介绍
每件护肤品的使用方法。

“当晚直播间护肤品销售额
超过 116 万元，专柜新增 1500
多名粉丝。直播销量比我们预
计的还要高，目前我们已经做了
两场直播活动，后期还会考虑再
推出一场。”兰蔻华北区销售经

理侯爽说。
疫情期间，尽管线下消费受到

冲击，但线上消费热度不减，各类
“云消费”新场景正在不断涌现，成
为新的经济亮点——大年初一，电
影《囧妈》通过抖音等平台免费在线
播放，上线三日总播放量超6亿；主
打“最后一公里”的社区商业迎来发
展契机，苏宁数据显示，今年2月苏
宁菜场销售环比增长7倍；拼多多
数据显示，截至20日，通过直播等
方式，拼多多抗“疫”助农专区售出
农产品超2.6亿斤；随着气候转暖，
近日各地景区纷纷推出“云赏花”

“云春游”……
统计数据显示，1月至2月，全

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21.5%，同比提高5个百分点。疫
情冲击下，新型消费显现出强大的
生命力。

“未来依托社交电商等平台的
新型消费将迎来较大增长空间。
国家应鼓励新消费模式和业态发
展，引导相关企业创新服务供给方
式，促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中国
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
任赵萍说。

各地密集出台促消费“硬核”举措

“云端”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加快培育发展消费新动能

昨天，61
路公交车驶过
黄鹤楼后进入
武 汉 长 江 大
桥。从当日开
始，武汉市部
分公交车恢复
开行。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好
转，武汉正逐
渐恢复“生活
气息”。新华

新华社武汉3月25日电 昨
天下午，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局长姚俊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即
日起至3月27日，离鄂省际公路将
全部开通。

按照部署，相关防疫站点要做
到应撤尽撤。25日0时起，湖北省
内的公路检疫站点开始撤除；至27
日，离鄂公路检疫站点要撤除完
毕。站点撤除的同时，相关部门将
清除路障，不留死角。

公路要做到应通尽通。25日0
时至27日0时，湖北省内的高速公

路、普通公路要有序开通，至27日，
离鄂省际公路要全部开通。考虑到
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开通的具体
时间将在不晚于27日的前提下，据
实进行安排。

交通出行方面，包括乘坐公共
交通、点对点包车、自驾出行等，一
律要凭绿码或者健康证明。

姚俊介绍，4月8日前，武汉市
将继续实施严格的离汉、离鄂管控措
施，对保留的通道站点将优化查验流
程，提高通行效率；对于进京和境外
入省的情形，有专门的规定，要按相
关的规定执行。 梁建强 黎昌政

湖北：
离鄂省际公路不晚于明天全部开通

暴力阻碍疫情防控

湖南一男子被判刑十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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