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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情报站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8351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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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中国体育彩票与中国体育
科学协会联合开展的“益起来 动出彩”线上
全民健身挑战赛活动，号召大家在漫长的

“假期”里通过运动健身，提升个人素质，增
强免疫力。社会各界运动达人纷纷参与，点
燃了“宅家运动潮”。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为丰富广
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普及中国传统

象棋文化，中国体育彩票与中国象棋协会联
合主办的2020年“加油中国——中国体育
彩票象棋网络赛”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和
参与，活动期间有40多万人参与比赛。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疫情没有让体彩
履行社会责任按下暂停键，中国体育彩票用
形式多样的线上互动活动为健康中国贡献力
量，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体彩的责任与担当。

责任体彩 担当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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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快乐8惊喜上线 为你而来
中国福利彩票新成员——“快乐 8”游

戏已上线，作为福彩第一款全国统一系统
销售、统一渠道管理的基诺型福利彩票游
戏，具有玩法多样、中奖体验好、开奖号码
多等特点。

“快乐8”游戏按照不同玩法设奖，“选十”
玩法中“选十中十”奖等采用浮动奖金设奖，
其他玩法及奖等均采用固定奖金设奖。每个
玩法设有不同的奖级，对应不同金额奖金。
其中，“选十”玩法，最高奖金可达500万元；

“选十”“选九”“选八”“选七”玩法中，若投注
号码与开奖号码全不同，也能获得2元奖金。

该游戏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统一开
奖，每天开奖一次,是福利彩票首次尝试仅通
过网络渠道进行直播开奖的彩票游戏。广大
购彩者可通过中国福彩网、新华网、新浪网、
搜狐网、中彩网等网站观看“快乐8”游戏的开
奖直播。作为新兴的彩票游戏，它将为彩民
带来新的购彩体验，为福利彩票注入新的市
场活力。

截至目前，南通全市已有240个福彩站
点销售“快乐8”玩法，具体名单请关注南通福
利彩票微信公众号及南通福彩官网，欢迎广
大彩民朋友进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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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 《崖上的波妞》
动画片 《海底小纵队：火焰之环》
易烊千玺、刘浩存主演《送你一朵小红花》
常远、李沁、沈腾、乔杉主演《温暖的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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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19日15:30、19:30 —— 儿童剧《卖火柴的小女孩》

专家认为，劳动者要增强自
己的法律意识，有更强的证据意
识和保全意识。

记者查询发现，在2018年的
一个判例中，就曾出现过员工连
续一个半月超时加班后猝死、家
属将企业告上法庭的案例。案例
显示，一是工作时间以及延长的
工作时间如果均超过法律规定上
限，公司所提“自愿加班”“已支付
加班费”的理由都不能作为其违
法延长劳动时间的合理事由；二
是即便无法证明加班与其死亡结
果存在必然直接因果，无法认定

为工伤，公司对该员工死亡造成的
损失也需承担赔偿责任。

在休假文化大不过加班文化的
当下，难以指望企业靠道德自觉来
解决超时加班的困局。早在多年
前，就有专家呼吁：要遏制过度加班
现象，在企业层面建立健全工时协
商机制，在行业层面科学制定劳动
定额，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过劳
死”标准，在政府层面加大执法惩处
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鉴于“过劳死”认定为工伤难度
较大，不少专家也建议适当扩大职
业病目录的范围，“把一些普遍由于

工作压力引起但却不在原有目录范
围内的疾病纳入进来。”江锴表示，
既要用法律标准的完善让企业认识
到，畸形的“超时加班”并不光荣甚
至需要付出代价，也要让诸如行业
协会、企业工会这样的组织力量发
挥出作用，守护劳动者的权益。

李乐元说，在科技发展的浪潮
之下，很多劳动者是被无奈地裹挟在
其中，精密计算带来极高效率的同时，
千万不要忘记背后的安全问题。“行业
惯性不一定就有合理性，只有关照好
每一个劳动者，我们的社会才能创造
更大的价值。” 据新华每日电讯

996：隐秘而又公开的“痛”
——互联网平台畸形加班文化调查

“996”，一个频频出现在社交网络吐槽中，却几乎从未出现在公司“明文制度”里
的词汇。连日来，因拼多多接连出现员工猝死、跳楼、被辞退等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声
讨与关注。12日，记者联系到该被辞退员工，回顾事件始末。而“996”这一既层层加
码被公开执行，同时又讳莫如深的敏感词汇背后，所反映的畸形加班文化值得深思。

不后悔把视频发到网上
2020年12月29日，一位20

出头的女员工意外离世；2021年
1月9日，通报一例员工在长沙家
中跳楼自杀……一系列事件，让
拼多多“畸形加班”和“996”工作
机制再次被推向台前。

事件一再发酵。2021 年 1
月10日，花名“王太虚”的拼多多
员工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视频
《因为看到同事被抬上救护车我
被拼多多开除了》。

11日，拼多多向记者回应表
示，公司查询到其既往匿名发帖
内容充斥不良“极端言论”，诸如：

“想要××死”“把××的骨灰扬
了”等。人力资源部研判该员工
以上言论严重违反员工手册，且

其极端情绪有可能会对其他同事造
成不可知威胁，决定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

回应还称，在公司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后，该员工及其周边人继续
在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包括公司
HR通过翻看其手机获悉其在某匿
名社区发帖，以及公司HR威胁毁
坏其档案，公司有300小时工时的

“本分计算器”等，上述均为谣言。
“我承认自己言论有些过激，但

不后悔把视频发到了网上。”12日，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王太虚向记者
出示了一张其他同事的记录，整月
这位同事都保持着周日、周一到周
五每周六天，早十时前后到晚十时
左右的打卡。

“加入拼多多一年半以来，我几
乎一直处于早上11点上班、晚上11
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状态，每月
工时在300小时左右，这也是组内
不少同事的现状。如果工时不达要
求，会被主管谈话。但这些都不会

‘白纸黑字’进行明文规定，而是一
种隐性制度，很难举证。”

目前，王太虚已经在咨询劳动
仲裁等相关事宜。“我的心情非常复
杂，有愤怒、无奈、惋惜。愤怒在于
公司的加班制度正不断突破底线；
无奈是由于加班文化带来的薪资确
实稍微高一点，大家也由于自己的
个人规划和生活压力必须留下来；
惋惜的是还有数千个‘我’留在这个
制度里。”王太虚说。

隐性超时加班成“标配”
对“996”等机制的声讨并非

个案，因畸形加班文化而引发争
议的事件近年来频繁出现：有称

“996是一种福报”；有在公司年
会上公然表示，“未来执行996工
作制，甚至举例称工作家庭平衡
不好可以离婚”；有企业宣布全员
开启“隔周双休”的大小周模式。

在社交平台上，更是不乏一边
加班一边吐槽“996”的众多年轻人。

“互联网大厂们从来不会明
说加班，但免费班车、免费餐券、
免费打车的‘福利’一步步‘套路’
着员工‘自主自愿’地加班。”一位
互联网企业员工小张介绍道，“晚
走两小时就能坐上免费班车，再
多加班一小时还能拿张第二天的

免费餐券，再忍个一小时就能报销
打车费。于是，几乎没有人是不加
班的，甚至看起来，我们很‘乐意’加
班。”小张表示，几乎没有看见过自
己组里有人按时下班过，“按时走反
而感觉像是翘班。”

举证难、认证难是目前超时加
班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监管执
法单位的角度看，往往容易陷入只
有劳动者举报，才能被动监管的局
面；而为了保住工作，愿意站出来和
公司对抗，且有足够对抗能力的劳
动者却极为少数。

“按照劳动法的最上限工作时
间来看，‘996’工作制度显然超时，
甚至超过的时长相当惊人。”北京盈
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

师李乐元认为，不论加班长短，用人
单位都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后才
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个“协商”在
实践中，往往容易流于表面甚至“缺
席”。“从我入职一年半来看，我没有
接触过公司的工会组织。”王太虚说。

制度的缺失也让“过劳死”难以
认定。2003年通过的工伤保险条
例中，规定了七种可以被认定为工
伤的情形，但并不包括“过劳死”。

“严格意义上说，‘过劳死’不是一个
法律概念，按照现行条例，有可能可
以将‘过劳死’认定为工伤的情况
是，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突发疾病
且48小时内抢救无效的情形。”上
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江锴说，认定标准相对比较严格。

告别“超时加班光荣论”

新华社开罗1月13日电 据埃
及中东通讯社12日报道，埃及当天
起正式向卡塔尔民航航班开放领
空，标志着埃及结束了为期三年多
的针对卡塔尔的航班禁令。

报道援引埃及民航局负责人阿
什拉夫·诺威尔的话说，开放领空
后，埃及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
司将恢复两国之间的航班往来。埃
及民航局还批准了卡塔尔民航航班

过境埃及领空的申请。
埃及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鲁什

迪·扎卡里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埃及
航空公司决定开通每日往返卡塔尔
首都多哈的航班。如果需求增加，
还将增加更多航班。

2017年6月，埃及、沙特、巴林
和阿联酋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
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布与其断
交，并对其实施制裁和封锁。季哲

新华社悉尼 1月 13 日电 在
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资格
赛第二轮较量中，中国“金花”袁悦
和逯佳境均获胜晋级决胜轮。

12日晚进行的女单第二轮比
赛中，22岁的小将袁悦表现神勇，以
6:2和6:4击败前温网亚军、加拿大
名将布沙尔，闯入决胜轮。31岁的
老将逯佳境也以6:2和7:5战胜保

加利亚选手施尼科娃顺利晋级。
最后一轮比赛中，袁悦将迎战

法国选手帕凯，逯佳境将对阵英国
选手琼斯。若能延续此前的胜利，
两人都将首次打进大满贯正赛。

2021年澳网将于2月8日在墨
尔本公园开赛。男单和女单资格赛
改到多哈和迪拜举行，将决出16个
参赛名额。 郭阳

埃及结束对卡塔尔航班禁令
若需求增加还将增加航班

澳网资格赛

中国“金花”携手晋级决胜轮

13日上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在雅加达总统府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
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他是印尼国内接种新冠疫苗第一人。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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