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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
10月22日 21：38

福彩开奖
10月22日 21：48

2020年10月2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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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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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报讯 违规野蛮装修，不仅
危及自身居住房屋安全，还威胁小
区楼幢安全。昨天，一市民将外滩
花苑一业主违规装修一事，向南通
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投诉举报。
当日下午，记者从热线工作人员处
了解到，小区物业已出面制止，城管
也发出整改通知。

“这位业主太过分了！”反映此
事的市民不无担忧地说，“外滩花苑
由南通市房地产实验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小区环境尚可，地段不错也算
是滨江版块。却没想到，家住外滩
花苑10幢的这位业主，从今年9月
底开始，找来装修工人，将所居住的

一套房子的内部结构打乱，陆陆续
续将房屋内大约六成以上的墙体
拆除。更令人担忧的是，屋内承
重墙也可能受到了影响。这样
做，不仅危害了他自家住宅的居
住安全，也严重影响了该单元楼
的建筑结构安全。我们觉得这样
不行，这户人家怎么可以这么草率
行事呢？”

在业主们的担忧之中，一市民
向南通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拨
打投诉电话，要求涉事业主立即恢
复房屋结构，消除安全隐患。同
时，请求政府职能部门上门核查并
督促整改。

南通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在
线平台工作人员接到市民诉求后，
立即将此事向崇川区人民政府予以
通报。

崇川区任港街道工作人员在实地
调查后，迅速通过政府热线服务平台
作出处置意见回复：外滩花苑10幢有
关业主违规装修一事，物业公司已接
到居民举报，物业工作人员已经上门
制止违规业主继续施工，并及时采取
断电措施应对；并且，物业公司已就此
事向城管部门迅速进行上报，城管执
法人员对违规业主发出整改通知书，
必要时，还将进行联合执法。

记者周朝晖

业主装修拆了屋内六成墙体
众邻吓坏急举报 物业城管齐干预

秋冬季节是燃气使用的高峰时
节，也是燃气事故的易发期。随着
秋季气温不断降低，家中开窗的时
间逐渐减少，室内空气流通不畅，一
旦遇到燃气泄漏，很容易引发安全
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使用燃
气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以下知识
点一定要记牢。

历史上许多血的教训表明，不
少燃气事故都是因燃气泄漏导致

的。那么，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
呢？建议可以采取“闻、看、涂”三种
方式。一是用鼻子闻，一般民用供
气，都对燃气进行加臭处理，使燃气
带有类似臭鸡蛋的气味，这样易于
发现泄漏。所以一旦察觉到家中有
类似的异味，就有可能是燃气泄
漏。二是看燃气表，在完全不用气
的情况下，查看气表的末位红框内
数字是否走动，如走动可判断为气
表阀门后有泄漏(如气表、灶具和热
水器连接气表之间的胶管、接口等
地方)。三是喷涂肥皂水，将肥皂或
洗衣粉用水调成皂液，依次涂抹在
燃气管、燃气表胶管、旋塞开关处等
容易漏气的地方，以检查燃气是否
发生泄漏。皂液如遇燃气泄漏，就
会被漏出的燃气吹出泡沫。当然，
对于极微小漏点可能无法观察到，
要以专业检测工具检测结果为准。

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应立即开窗
通风关闭阀门，向有关部门报告，以便
查明原因。同时，还要做到“三不
要”。不要开关任何电器，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不要情急之下打开排气扇进
行通风，而忽略了排气扇也是通电的；
不要在室内穿脱衣服，因为秋季干燥，
穿脱衣服时产生的静电可能会引爆空
气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不要使用
电话、手机，因为通电时话机内部有可
能产生微小火花，也会引起爆炸，应远
离现场之后才能打电话求助。

平时使用燃气时还应注意，定期
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发现胶管
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超过使用年限
的燃气器具应及时更新。如果长时
间使用燃气，易使室内氧气不足，用
户应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
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
化气阀门。 （来源:应急管理部）

防患于未“燃”，秋季用气这些知识点要记牢

晚报讯 昨天上午，市区
百花苑一供水管网突然发生爆
裂，因抢修需要导致百花苑15
幢临时性停水。当时已临近饭
点，为不影响周围居民正常生
活，市水务公司崇川区分公司
紧急安排送水车，解了大家的
燃眉之急。

当天上午10时，市水务公
司崇川区分公司接到热线电话
反映，位于百花苑7幢附近道
路上发生大面积漏水，分公司
抢修突击队队员立即赶往现

场。到达现场后，他们发现人行道
上一处正在大量往外冒水，突击队
员赶紧开挖维修，并对周边区域实
施临时性停水。由于马上快到吃
饭时间了，分公司紧急安排送水车，
保障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用水。当
时，家住百花苑15幢的一名用户由
于身患哮喘，无力下楼提水，便向市
水务公司热线部门致电求助。现场
的突击队送水师傅第一时间拎着

“便民送水”专用水桶将水送到他家
中，解决其用水烦恼。

记者俞慧娟 通讯员李珂

水管爆裂临时性停水

水务公司送水解燃眉之急

晚报讯 男子陈某在河边钓
鱼，没想到渔竿碰到高压线，酿成
悲剧。事后，陈某的家属将某供
电公司起诉至海门法院，请求法
院判赔各项损失90万元。记者
昨天从海门法院了解到，该院对
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陈某是海门市四甲镇某村村
民。2017年5月的一天，他到村
里一个河塘边钓鱼。钓鱼时，陈
某身处高压线下，因渔竿不慎触
碰到高压线触电，经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

案涉高压线路的产权人、管
理人均为某供电公司。事发后，
陈某的家属就赔偿事宜迟迟无法
与某供电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遂
将供电公司诉至法院。

经查，案涉线路杆塔中部印
有“电力线路附近禁止垂钓”标

志，杆塔周围植物茂密，西侧有树
木遮挡。

海门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
某的死亡属高压电致害，根据《侵
权责任法》的规定，从事高空、高
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适用高速
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
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某供
电公司作为涉案高压电输电线路
的产权人、管理者，应对陈某的死
亡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而陈某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同时又是事发地的村民，明知高压
电具有相当危险性，仍到高压线下
垂钓，渔竿触及高压电线，造成自
身死亡，其行为具有重大过错。据
此，法院依法减轻供电公司60%的
赔偿责任，判决其赔偿陈某的家属
各项损失36万元。

通讯员林赛斌 记者王玮丽

渔竿碰到高压线触电身亡
垂钓者被判承担六成责任

夫妻离婚时约定孩子由男方抚
养，然而此后，男方不但未尽抚养义
务，还下落不明。为此，女方告到法
院，请求变更抚养权。记者昨天从
海安法院了解到，该院审结了这起
变更抚养纠纷案，判决婚生子随母
亲共同生活并由其负责抚养至独立
生活时止。

女子汪某与李某曾是夫妻，

双方在2005年生下一子。2012年
4月，双方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
协议中约定，“儿子由男方抚养，男
方自愿承担儿子的全部抚养费”。
离婚后，儿子一直生活在李某的父
母家。2018年8月，李某从其工作
的单位辞职，后去向不明。其后，
孩子便随母亲汪某生活并由其抚
养至今。

2019年 10月，汪某将李某告
上法庭，请求变更婚生子的抚养关
系由其抚养。

海安法院审理后认为，离婚后，
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
和义务，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议
时，应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

体情况进行处理。原、被告离婚时已
约定婚生子由李某进行抚养，但婚生
子随李某父母生活，李某未能完全履
行抚养义务。李某辞职后，婚生子主
要随汪某生活并由其进行抚养，现李
某下落不明，汪某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将婚生子由其进行抚养于法有据，法
院予以支持。

法官提醒：抚养子女既是父母应
尽的义务，也是子女应享有的权利。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无条件
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免除；即使父
母已经离婚，对未成年的子女仍应依
法履行抚养的义务。

本报通讯员何培妮
本报记者王玮丽

离婚后男方不管孩子还不知去向
生母请求变更抚养权获法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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