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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情报站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83512260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体彩超级大乐透年终惊喜活动即将开启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的喜爱，将开展“乐享冰雪

季，炫彩大乐透”活动，自体彩大乐透第21134 期
（2021年11月20日20:10开售）开始至第21143
期（2021 年 12 月 13 日 20:00 止售）结束，共 10
期。活动共有两重惊喜，第一重惊喜，是全国购彩
者共享。活动期间，购彩者通过线下实体店购买单
票满15元（大于等于15元，多期票不参与活动）的
大乐透彩票，如票面宣传区出现特定图案和文字

“恭喜中冰雪季红包，请扫码领取”，即可在12月16
日23:59:59前通过“中国体育彩票”APP或微信小
程序进入“乐享冰雪季，炫彩大乐透”活动页面，扫

描票面底部二维码领取红包。第二重惊喜，由江苏
购彩者独享。活动期间，购彩者通过线下实体店购
买单票满500元（大于等于500元，多期票不参与
活动）的大乐透彩票，如票面宣传区出现“恭喜中得
价值5000元华为平板电脑”提示的，可在实体店领
取活动特等奖，奖品为“华为平板电脑”，价值5000
元。活动特等奖中奖者，凭票可即时在售出网点现
场办理兑奖手续。通过便利店、超市等渠道购买
的，可请售出网点联系当地体彩机构帮助兑奖，也
可拨打客服电话95086咨询。活动特等奖兑奖验
证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5日，逾期视为放弃。

福彩直通车

福彩双色球 2元可中1000万

南通福彩热线电话：85286795

双色球12亿大派奖重磅开启
为回馈广大公众和购彩者的支持，福彩

“双色球”2021年度12亿元大派奖再度开启，
一场年末盛宴即将开始。

此次活动将对双色球一等奖和六等奖开
展派奖，投注方式不受限制。设立一等奖特
别奖，奖金总额5亿元，每期安排2500万元，
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一等奖中
奖彩票，每注按当期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1∶1
比例派送特别奖奖金。若当期一等奖特别奖
奖金不足以按照1∶1比例派送奖金时，则由

符合派奖条件的一等奖中奖者按照中奖注数
均分。若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当期有结余，则
顺延滚入下一期合并派发。也就是说，符合
单票金额条件下，单注一等奖奖金最高可达
2000万元。此外，设立总奖金7亿元的六等
奖翻番奖，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
六等奖中奖彩票，每注派送固定奖金5元，派
送完毕为止。

超级造福节，12亿大派奖，期待您的参
与！全国福彩销售站，恭候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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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涵予、范伟主演《铁道英雄》
白百何、白客主演《门锁》

12月27日19:30
——2022南通新年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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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11月25日
电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5日表
决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
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
的产假外，还可以再享受生
育假60天；夫妻在其子女年
满三周岁之前，双方每年可
以享受育儿假各5天。育儿
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
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此决定即日起施行，提
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

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鼓
励用人单位采取有利于照顾
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
作措施，支持家庭生育、养
育。根据决定，一对夫妻共
同生育了三个子女，其中一
个子女经上海的区或者市病
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
遗传性残疾的，可以要求安
排再生育子女。

按国家有关规定，女职
工法定产假为98天，由此，上
海女职工产假与生育假相加，
生育期间可有158天假期。

郭敬丹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
电 记者25日从全国妇联
获悉，全国妇联权益部日前
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
收集指引》，对“证明发生过
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及“证
明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
证据”等作了详细说明，用于
帮助受害人树立证据意识，
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指引提示，公安机关出
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
见，村（居）民委员会、妇联组
织、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
人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记
录、调解记录，受害人病历资

料、诊疗花费票据，实施家庭
暴力的录音、录像，身体伤痕
和打砸现场照片、录像，加害
人保证书、承诺书、悔过书，
证人证言、未成年子女证言
以及受害人的陈述等，均可作
为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
的证据，受害人注意保存或向
有关部门申请查阅调取。

指引提醒受害人，如果
加害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QQ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威
胁、恐吓的，受害人可以录音、
截屏等方式备份保存此类证
据，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公
证处提取电子证据。黄玥

《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发布

指导受害人有效收集证据

上海将生育假延长至60天
增设夫妻育儿假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5 日
电 记者25日从上海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截至25日17时，上海新增
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上海市、区疫情防控应急
处置机制立即启动，全面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
采样检测和隔离管控，落实相
关场所及环境终末消毒等防疫
措施。目前这3例病例均已转
运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
惊雷表示，这3例确诊病例为朋
友关系，均已接种2剂新冠病毒
疫苗，曾于11月19日至21日先
后前往苏州共同游玩，有长时间
密切接触史，有明确流行病学关
联。至于是否与国内有关疫情
关联，有关部门还在深入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溯源等工作。

病例的具体情况如下：
病例1：女，34岁，常住福

建厦门，11月 12日自厦门前
往北京，15日自北京抵沪，临
时居住于浦东新区锦绣路香梅
花园。

病例2：女，32岁，家庭住
址为浦东新区海阳路 1080
弄。25日上午，两人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后经市、
区疾控中心复核为阳性。

病例3：女，31岁，家庭住址
为青浦区赵巷镇业文路189弄。
作为病例1、病例2的密切接触
者，25日核酸筛查结果异常，后
经市、区疾控中心复核为阳性。

截至25日17时，已累计排
查到在沪密切接触者27人，均已
落实集中隔离管控，其中16人核
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
测中。累计排查到在沪密接的
密接103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
管控，其中27人核酸检测结果为
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累计排
查到相关筛查人员10653人，其
中5628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其余正在检测中。
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的物品

和环境样本972件，其中29件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均为病
例1临时居住地环境样本），
513件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要求，经上海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研究决定，将浦东新区花木街
道锦绣路1650弄香梅花园一
期小区、浦东新区三林镇海阳
路1080弄香樟苑小区和青浦
区赵巷镇业文路189弄西郊锦
庐小区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
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邬惊雷表示，疫情防控不
能有丝毫麻痹懈怠和侥幸松
劲。上海将继续发扬“事不过
夜”的精神，在精准处置上下更
大功夫，持续提升应急反应能
力，持续引导市民主动加强自
我防护，共同筑牢疫情防控的
坚固防线。 龚雯 史依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
电 记者25日从公安部获悉，
针对一些地方医疗美容领域制
假售假、非法从业、发布虚假广
告、借“医美贷”实施诈骗等违
法犯罪突出，导致医美事故频
发的情况，公安部食品药品犯
罪侦查局近日下发通知，部署
进一步加大对非法制售医美产
品等药品安全领域突出犯罪活

动打击力度。
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食药

侦部门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围绕医美产品生产经
营企业、医美服务机构、直播带
货平台等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
进行排查，并积极发动群众检
举揭发违法犯罪。要强化破案
攻坚，深挖彻查，打准打狠，适
时组织统一集中收网，彻底摧

毁犯罪网络。
通知强调，要加强与市场

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沟通协
作，规范案件移送、涉案物品保
管处置、检验鉴定和认定等工
作，并将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
的行业问题和漏洞及时通报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形成打击整
治工作合力。

翟翔 熊丰

新华社杭州 11 月 25 日
电 11月25日，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了美国籍被告人沙迪德·阿
布杜梅亭（Shadeed Abdul-
mateen，以下简称沙迪德）故
意杀人一案。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9年，被告人沙迪德与被害
人陈某某（女，殁年21岁）相识
后，谎称离异单身，与陈某某建

立男女朋友关系。2021年 5
月下旬，陈某某向沙迪德提出
分手，遭到沙迪德反对和言语
威胁。同年6月14日21时48
分，沙迪德将陈某某约至宁波
市通途路清水桥路口公交车站
附近见面，用事先准备的“勃朗
宁”牌折叠刀朝陈某某颈部、面
部捅刺、切割数刀，致陈某某当
场死亡，随后逃离现场。

庭审中，公诉机关、辩护

人出示了相关证据，法庭为被
告人沙迪德聘请了翻译，通知
了相关证人、鉴定人、有专门
知识的人出庭作证，沙迪德及
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
双方及被害人亲属委托的诉
讼代理人在法庭主持下充分
发表了意见，沙迪德进行了最
后陈述。

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宗禾

上海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
三个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公安部要求

严厉打击非法制售医美产品等犯罪

被告人沙迪德故意杀人案一审开庭
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