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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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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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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日 星期一

晚报讯 昨天清晨5点05分
左右，市区三元桥上发生一起单方
事故：一辆白色保时捷跑车在撞上
桥上护栏、灯杆后，翻倒在桥面非机
动车道上。经呼气检测，车上一男
一女均处于醉酒状态。事故造成女
子腿部骨折，已被送医救治。

接到事故报警后，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二大队立即派员赶往处置，
民警到达现场时只见一辆白色保时
捷跑车“四脚朝天”翻倒在桥面北侧
的非机动车道上，当时车辆碎片散
落一地，而车上一男一女两名青年
已从车内出来。据男子称，当时自
己驾车带着女友由城山路由南往东
右转弯驶上三元桥时，欲加速超越
前方车辆，但因操作不当，发生了翻
车事故。事发后，自己先从车内出
来，随后将女友从车内拉出。交警
对两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
果显示，男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
110mg/100ml，而女子血液中酒精
含量达 243mg/100ml，两人均处

于醉酒状态。
据了解，男子今年28岁，本地

人，女子今年24岁。事发前，两人
在市区一家酒吧喝了酒，后又前往
虹桥路夜市吃夜宵，结束返家途中
发生了事故。警方初步判断，事发
时，保时捷跑车在撞到桥面北侧的
机非隔离护栏后，又撞上了路边的

灯杆，结果造成车辆完全翻转。事
故中，女子左腿大腿骨折，被送往医
院救治，而男子身上有些擦伤。事
发后，两人均被抽取血样，以最终确
定体内酒精含量，而事发现场动用
吊车作业，帮助清障。目前，涉事车
辆已被警方控制，事故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记者张亮

晚报讯 一名房产销售经理，
收受手下多名员工共计160万元好
处费，帮助他们如愿买到房源，殊不
知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刑律。
近日，记者从港闸警方获悉，女子黄
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
被刑事拘留。

黄某今年33岁，我市崇川区
人，自23岁入职南通某房产公司
以来，一路从一名普通的销售员干
到销售经理。2019年4月，黄某手
下6名员工分别找到她，提出要内
定公司正准备开盘销售的6套公

寓，答应给黄某一些好处费，黄某
没有表态。随后几天，一名员工在
公司食堂外给了黄某一袋现金。
黄某打开一看，全是一捆捆的百元
人民币，共计35万元。一名员工
在黄某办公室，用报纸包着信封，
给黄某 15万元现金。6 名员工
以不同方式，合计送给黄某好处
费 160 万元。黄某将赃款以其母
亲的名义，购买了一套公寓房用作
投资，准备增值后再卖。在黄某的
帮助下，6名员工如愿买到内定的
房源。

过了几个月，一名员工打电话
给黄某，要求退还好处费，否则向公
司举报。该公司纪检部门也找到黄
某了解情况。2019年 10月，黄某
被公司停职。同年年底，黄某将此
事告诉老公，从家中取出160万元，
退还给上述6名员工。

今年5月21日，黄某主动到港
闸公安分局投案自首。次日，黄某
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港
闸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记者张亮
通讯员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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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体彩大乐透第20036期
开出6注头奖，其中4注追加头奖获得派
奖奖金，单注奖金高达2799万元。盐城
3209009154体彩网点购彩者方先生中
得其中1注追加头奖。

方先生的中奖彩票是一张单式追加
票，上面仅有“01-05-11-12-26+02-
07”这1注号码，投注金额3元。该票票
面上印有“恭喜您获赠‘光芒焕新’幸运
奖3元”字样，也就是说，出票当时这张
彩票就中了本次大乐透派奖活动的“幸
运奖”，实现了“免单”。

方先生介绍说，平时他就经常买大
乐透，偶尔会进行追加投注。5月12日
他到网点购票，销售员非常热情地向他

介绍了大乐透派奖活动，于是他根据销
售员的建议，买了4张3元的大乐透单式
追加票，号码完全是机选。

5月13日晚，方先生看到开奖信息
后就激动不已，因为他发现自己正是当
期江苏唯一1注追加一等奖的得主，算
上追加投注奖金和派奖奖金，一等奖单
注总奖金高达27999999元。再加上3
元“幸运奖”，单票总奖金轻松突破了
2800万元。方先生笑言，“这次派奖期
间追加投注真的是威力惊人，和我同期
的另一位江苏大奖得主没有追加，奖金
就只有1000万元，感谢网点销售员的提
醒，让我没有错过追加奖金。”

盐城购彩者喜领大乐透2800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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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3月12日启东32060817站点彩民斩获双色球一等奖848万后，时
隔20多天，4月5日晚，启东彩民再夺魁，32060839福彩投注站诞生双色球
大奖987万余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0020期共产生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为
987万多元，其中江苏中出1注，被启东幸运彩民夺得，出票时间是2020年4
月5日16时38分47秒。据悉，幸运站点32060839位于启东市人民东路80
号，这家站点今年已是开店第十个年头了，当得知自己的店中得大奖时，店
主孙女士兴奋不已，4月6日一早便来到店里布置起来，庆贺这喜庆时刻。
孙女士说，自己的彩票站近几年销量一直不错，这次能中得大奖也是开门
红，也希望自己的彩票站越来越好。巧合的是，这次的中奖彩民与上次的中
奖彩民一样，都是花费10元随机投注，机选了5注号码，喜获大奖。

当期全国销量为3.1亿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高达6.85亿多
元，彩民朋友仍有机会收获大奖。

987万!通城彩民再迎双色球头奖！

男 27岁 1.71米 硕士 上海工作 品貌好
男 27岁 1.74米 本科 银行 品貌好
男 30岁 1.76米 本科 国企 无不良嗜好
男 30岁 1.75米 本科 国企 房车 帅气
女 28岁 1.70米 本科 上海工作 漂亮
女 68岁 1.67米 教师退 独居 形象好

85100503 15358777393
地址：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304室

情缘婚介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鸿运婚介诚 实 守 信

无婚托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85585683 15996647877 微信号：15996647877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89号楼上404室

男 46岁 1.78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人品好
男 49岁 1.72 离独 自己公司 别墅 车 随和
男 50岁 1.73 离独 公务员 孩子在国外 有车房 素质高
女 39岁 1.65 离独 公司白领 有车房 肤白
女 41岁 1.63 未 上市公司白领 有车房 漂亮
女 42岁 1.62 离独 公务员 有车房 文静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南通人在上海南京北京苏州

外地工作的大型老牌婚恋机构
地址：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623室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13个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专业红娘服务团队

特特
点点

★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牵
爱

顺喜搬
家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13773650825华联北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手机：13962806878

双喜搬家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1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大
众
搬
家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补运中心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301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11号 海门秀山东路88号 …

18252501888 13776936678微信
电话

晚报讯 海安一对夫妇在离
婚纠纷中因一套“小产权房”别墅
的分配问题协商不成，双方对簿
公堂。记者5月30日从海安法
院了解到，随着终审判决的送达，
这起离婚纠纷案落下帷幕。法院
认为，该别墅目前不能申领产权
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分割条件，
不予以处理。

曹某与王某经人介绍相识，
于2003年登记结婚，双方均是再
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2年3
月，曹某以78万元的价格向丁某
等人购买一套小产权房别墅。
2014年2月，曹某与王某等人签
订书面协议一份，约定别墅产权
归曹某儿子及儿媳，购买该别墅
的房款79万元亦由曹某儿子及
儿媳偿还，王某居住在该别墅直
至百年。

近年来，王某认为曹某经常
对其实施家庭暴力，财产均由曹
某控制、掌管和支配，其未得到应
有的尊重，夫妻俩因此导致家庭
矛盾。2015年、2016年，曹某曾
两次起诉要求离婚，未获法院准
许。2017年1月，王某提起诉讼
要求离婚，法院驳回其诉讼请

求。此后，曹某再次诉讼要求离婚，
同时要求对别墅一并进行分割。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对曹某要求离婚的
请求，应予支持。关于案涉别墅，法
院认为，该房屋占有土地为集体土
地，当前政府对该类房屋未进行登
记、未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的
产权归属目前尚不明晰，有关该别
墅出资、借款及还款的真实情况也
不明确，可能涉及第三人利益，故无
法对该别墅的归属、债权等事宜作
出实体处理。法院认为，涉案房屋
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权利人可另行
主张权利。一审判决后，王某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离婚时
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
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
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
有权的归属。法院行使的司法权具
有有限性，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

“小产权房”的认定和处理属于有关
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因此，离婚
时对房屋进行分割，必须建立在房
屋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如果房屋没
有产权证，便无法确认争议房屋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一般以
不予分割为原则。

通讯员孙小林
记者王玮丽

清晨，保时捷跑车仰翻三元桥上
车上一男一女均处醉酒状态

收受160万元好处费帮忙买房

一房产销售经理被刑拘

夫妻离婚
为“小产权房”分割打官司
法院：不予处理

保时捷支离破碎。

七位数第20059期
4、7、4、2、6、8、7
排列5第20102期
8、7、7、9、4

双色球第2020044期
红球：7、8、16、17、19、24
蓝球：7
乐透型15选5第2020103期
7、8、9、10、15
3D第2020103期 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