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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
10月17日 21：38

福彩开奖
10月17日 21：48

2020年10月18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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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体彩大乐透第20072
期开奖一举中出22注头奖，江苏
南通海安3206006475体彩网点中
出其中1注1021万元追加投注头
奖。日前，中奖者吴先生在家人陪
同下来到江苏体彩兑奖大厅领奖。

吴先生出示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5注号码的单式票，进行了追加
投注，投注金额15元。该票第2注
号码“11-15-18-20-27+05-06”
与 20072期大乐透开奖号码完全
一致，中得当期追加一等奖，单注
奖金10219312 元。此外，该票的

第1注号码也中得了当期九等奖，
收获奖金5元。

吴先生介绍说，他购买体育彩
票已将近20年，买大乐透快十年
了。这张中奖彩票上的号码，他已
经守号相当长的时间，期间多次中
过小奖。此番中得大乐透一等奖，
吴先生的心态相当淡定，他笑言，

“买彩票这么多年，不管中不中奖，
我这个习惯是不会改变了。以后
我肯定还是每期5注，但不一定守
号了，后面我打算随机选号，看看
能不能再有好运降临。”

南通购彩者坚持守号中得1021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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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南通福彩的支持和对双色球游戏的厚爱，南通市福
彩中心在全市范围内推出购双色球送大礼活动。活动于9月1日开始，至
11月29日截止，欢迎广大彩民参与！

活动期间，凡在本市福彩投注站购买单张20元以上（不含20元）的
“双色球”彩票，无需登记均自然纳入抽奖范围。彩票原件为中奖确认的唯
一依据，请彩民妥善保管。

本次活动奖品奖金总值高达约75万元。活动每月组织一次抽奖，共
组织3次，每次奖项设置为：特等奖1名，奖品为价值为12万元的大众朗逸
汽车1辆或等值奖金；一等奖10名，奖品为价值为4000元的华为P40手
机1部或等值奖金；二等奖20名，奖品为价值为3000元的雅迪电动车1辆
或等值奖金；三等奖30名，奖品为价值为1000元的乐视40寸电视1台或
等值奖金。活动中奖者按规定缴纳偶然所得税（由市福彩中心代扣代缴），
市福彩中心不承担等值奖金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更多详情可关注“南通
福利彩票”微信公众号或进店咨询。

嗨购双色球 大礼奖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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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采洁、张国柱主演 《喜宝》
葛优、黄渤、范伟主演《我和我的家乡》
巩俐、黄渤主演 《夺冠》
10月21日19:30 ——大型原创杂技舞台剧《渡江侦察记》
10月23日19:30 ——内蒙古名家名曲专场音乐会
11月6日19:30 ——《蝶舞翩跹》彩蝶女乐专场音乐会
11月17日19:30 ——南京民族乐团专场音乐会《国风雅乐》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

“海南购”引导境外消费回流

海南黄金周离岛免税购物的异
常火爆，与今年6月公布的《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政策利好
密不可分。

7月1日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至10
万元，取消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
额，新增手机、平板电脑等7类商
品，化妆品单次购买数量从12件提
高到30件。“新政策对引导境外消
费回流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中免集
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高绪江认为。

专家分析，海南免税消费火爆
的原因有三：一是国内消费水平提
高，消费结构从基本的吃住行向更
高级的保养品、奢侈品和精神消费
延伸。二是在节日期间，免税购物
折扣和优惠力度加大，海南免税商
品价格优势显著。三是出国出境游
因疫情受阻，平时免税商品购物的
渠道被阻断。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施文萍说，受疫情影

响，出境游客大规模转向选择国内
旅游度假，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继
续向好的情况下，预计三亚旅游还
将持续火爆。

火爆背后面临诸多挑战

“海南购”正在成为自贸港新
名片，但记者走访海口、三亚、琼海
等地免税店发现，海南免税购物火
爆背后，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短板。

一是购物消费体验舒适度有待
提升。在三亚国际免税城，一些奢
侈品牌比如古驰门口要大排长龙，
消费者需要缓慢挪动一个小时左右
才能进店消费。“排队时间一个小时
起步，太耗时间。”来自河北的游客
张雷说。有不少游客反映，海南免
税店专柜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

二是部分商品品牌不全、品种
不够、价格偏贵。“热门的口红色号
和手表款式根本抢不到。”来自成都
的游客张小涵说。记者在海口日月
广场免税店和琼海博鳌免税店看
到，手表、箱包、美妆产品专区品牌
种类有限，部分热门商品缺货现象

普遍。
三是岛民不离岛免税政策至今尚

未落地。在免税店的香水化妆品专
区，来自海南本地的居民陈静雨告诉
记者，自己是本地人却要离岛才能购
买免税商品，没有感受到自贸港带来
的“岛民红利”。

抓住消费回流机遇

专家认为，我国吸引境外消费回
流还有很大空间。

受访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重视
消费环境建设；引入竞争，打破垄断；
扩大免税品种，做好供给侧改革；做好
国际品牌对接和经营。与此同时，加
大海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在免
税购物、医疗康养、国际化教育、文化
传媒体育等消费供给方面进一步发
力，扩大市场准入，增加优质商品和服
务供给，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海南服
务业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积
极承载海外旅游购物消费回流、医疗
医美消费回流、国际教育消费回流，培
育壮大数个千亿级规模的商品和服务
消费市场，助力我国形成“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 柳昌林、陈子薇、夏天

“海南免税购”能否代替海外购？
政策利好引导消费回流，但火爆背后仍存在诸多不足

晚报讯 10月 17日，在著名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家乡吴江，
在被称为“中国江村”的开弦弓村，
来自部分国家级媒体以及江苏全省
各地党报都市报摄影记者们，共同
参加“我眼中的全面小康——走进
七都·聚焦江村”大型全媒体视觉采
风活动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导，
新华日报社、江苏省新闻摄影学会、
吴江区委宣传部主办，新华日报全
媒体视觉中心、新华日报苏州分社、
吴江区七都镇承办。

七都，是现吴江区建制镇之一，
2003年12月由原七都镇和原庙港
镇合并而成，位于该市西南端，东
北、东侧、东南与横扇、平望、震泽三

镇相接，南连浙江南浔，西与浙江东
迁为邻，北濒太湖，与洞庭东山、西
山隔湖相望，素有“鱼米之乡”“蚕桑
之地”的雅誉，今又有“光电缆之都”
的美称。

七都是国内外一个重要的社会
学调研基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自1936年首访起，在近七十年间，
先后26次来到庙港开弦弓村，真实
记录了这个江南水乡普通村庄（“江
村”）的变迁，由此，吸引了一批批国
内外学者来访，使“江村”成为世界
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和社会学工作
者心中向往的圣地。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为展
现我省聚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

兴取得的突出成就，展示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模样，展示江苏
干部群众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的生动画
面，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工办、省住
建厅、省交通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
健委、省文联、省政府扶贫办和新华报
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全面小康视觉作
品创作、征集展示活动。

新华日报副总编辑，中国江苏网
董事长、总编辑，江苏省新闻摄影学会
常务副会长陆峰说，举办“我眼中的全
面小康——走进七都·聚焦江村”的活
动，既是对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决胜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展示，同
时，在费老提出“志在富民”理想的地方
举行活动，是缅怀费老、传承费老思想
的生动方式。通讯员谈燕 记者尤炼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17日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国旗法、
国徽法进行了修改。新修改的这
两部法律将于2021年 1月 1日
起施行。

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国庆
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国
家宪法日等重要节日、纪念日，各
级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大
型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应
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民
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居民院（楼、
小区）有条件的应当升挂国旗。

新修改的国徽法明确，公民

在庄重的场合可以佩戴国徽徽
章，表达爱国情感。

根据新修改的两部法律，国旗、
国徽应当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内容。中小学应当教育学生了解
国旗、国徽的历史和精神内涵。

同时，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
不得升挂或者使用破损、污损、褪
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不得倒
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国旗尊
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国旗。该法
还明确，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
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
商业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
动等不适宜的情形。 丁小溪

新华社青岛 10 月 17 日电
青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隋
汝文17日下午表示，针对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出租车司机邵某某载
客情况，当地共追踪到乘客231
人，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隋汝文在17日召开的青岛
市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疫情发生后，国家和省、市三
级专家迅速联合开展流调和风险
研判。针对邵某某所驾驶的鲁
UT4923出租车载客情况，青岛
市组织大数据专班，调动全市公
安力量，全力开展追踪溯源。

经过连续 4个昼夜紧张工

作，查明：自9月29日16时至10
月10日22时，邵某某共载客183
次，截至10月16日12时50分，
共追踪到乘客231人，其中在青
岛市196人、山东省内青岛市外
11人、山东省外24人。

对在青岛市的196人，当地
逐人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对山东
省内青岛市外11人、山东省外24
人，由青岛卫健、公安部门双线通
报山东省主管部门，协调相关省、
市落实管控措施。

截至目前，各方对相关人员
已全部采取流调、隔离、管控措
施。 闫祥岭、杨文

“我眼中的全面小康”聚焦“中国江村”
展现我省聚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取得的突出成就

新修改的国旗法、国徽法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青岛新冠肺炎出租车司机载客追踪：

231人核酸检测全为阴性

国庆期间，一条“海南离岛免税5天销售5亿元”的新闻冲上热搜。据统
计，“双节”8天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0.4亿元、旅客14.68
万人次、件数99.8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48.7%、43.9%、97.2%。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海口、三亚等地的免税店看到，每个店都人山人
海，每个收银柜台都排着长队，古驰、普拉达等奢侈品门店还需限流入店。

在海外疫情反复的背景下，出境游持续冰封，海南打开了一扇窗口，成为
高端消费群体的首选，免税购物消费有效引导了境外消费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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