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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体彩情报站 南通体彩热线电话：83512819、81027380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彩市盛宴！体彩大乐透15周年庆10亿大派奖正式开启！
体彩大乐透15周年庆10亿大派奖正式开启，自

超级大乐透第22040期（2022年4月11日20：10开

售，4月13日开奖）开始，预计持续20期。活动期间，

追加投注且单张购彩金额15元及以上即可参与，多

期票在派奖期间按期参与。

根据派奖规则，一等奖派奖金额3亿元，每期派

送1500万元；二等奖派奖金额1亿元，每期派送500

万元。派奖期间，符合参与条件且中得一等奖或二

等奖的彩票，将按注均分当期派奖奖金，单注奖金最

高可翻倍。大奖幸运翻倍，小奖同样值得期待！今

年的固定奖派奖回馈力度再次升级，派奖总金额高

达5.6亿元，为历次派奖之最，将惠及更多购彩者。

派奖期间，符合参与条件且中得三至九等奖中任意

奖级，单注奖金将提升50%。

今年恰逢大乐透上市15周年，这次的10亿元大

派奖活动更大力度普惠大众，让更多购彩者享受派

奖的乐趣。想参与的您可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感受

这次派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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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万双色球头奖喜降通城！
5 月 5 日晚，福彩双色球游戏第

2022050期开奖，当期双色球头奖共开
出16注，其中一注头奖喜降南通！

开挂的通城惊喜双击！继4月之后
又一双色球大奖降临。中奖彩民采用

“8+3”复式投注方式，花费168元中得一
等奖1注、二等奖2注、三等奖12注、四
等奖39注、五等奖30注，共收获奖金
643万多元。幸运站点是开发区朝阳路
口43号的32060178站点。站点销售员
费先生兴奋地表示，福彩站开了十几年

了，还是第一次遇到中头奖的情况，心情
特别激动。5月6日下午，市福彩中心副
主任顾永周一行来到中奖站点，给站点
送去了4000元奖励、中奖奖牌等。

截至第2022050期，今年全国已中
出双色球一等奖 395 注、二等奖 7076
注，其中江苏中出一等奖21注、二等奖
434 注。当期全国销量为 3.63 亿多
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19.16
亿多元。下期，彩民依然有机会2元中
得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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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迪·雷德梅恩主演《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
任贤齐、任达华主演《边缘行者》

5月22日19:30
——柴可夫斯基作品室内音乐会《天鹅湖》

6月3日19:30——原创芭蕾舞剧《死水微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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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小区业主殷某把车停
在没有划定车位的空地上，
没想到飞来横祸，楼上掉下
的水泥块把车砸坏了。这种
情况下，物业公司要赔偿
吗？记者昨天从崇川法院了
解到，该院经审理判决物业
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
殷某则需要自担一部分损失。

2020年8月的一天，殷
某把汽车停放在小区楼下未
规划车位的空地上，被五楼
放空调外机的水泥板外边沿
自然受损脱落的小水泥块砸
到，汽车前部及前挡风玻璃
受损。殷某发现后立即报
警。经鉴定，车辆损失为
5500元。因为赔偿问题得
不到解决，殷某将物业公司
告上法庭。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
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
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

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
中，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
人，对小区公共部位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发生脱
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未能
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据此，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
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
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本案中，殷某作为业
主，在停车时应当服从小区整
体规划，统一依照小区规划的
停车位进行停车。这不仅是
维护小区整体秩序，也能尽量
避免因乱停车而导致的安全
隐患。殷某未依照小区整体
规划停放车辆，对损害结果的
发生存在过错，故应承担相应
责任，被告承担的赔偿责任应
适当减轻。

综合原、被告各自过错的
大小和过错与损害后果原因
力的比例，法院判决被告对原
告车辆损失承担70%的责任，
殷某自行承担 30%的责任。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晚报讯 换新证时发现
拿到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登记有误，申诉后村
干部将新证收走表示将重新
办理，然而，4年多时间过去，
新证迟迟不见踪影。12日下
午，记者接到村民反映的情
况后，采访了如皋市白蒲镇
党政办工作人员李玲，她表
示，经了解，如皋市农业农村
局正在核实处理。

家住如皋市白蒲镇唐堡
村26组的村民顾女士，向本
报新闻热线85110110求助；
她家原有的《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在换证后，发现登
记的原有土地承包面积应为
6.22亩，不知何故，新证登记
时少了0.7亩，且有手中老证
作为凭证；随后，她向村委会
及有关部门反映了此事，村
里将登记有误的新证收走，
表示将测量核验重新处理。
没想到，证件收走后4年多
了，新证一直迟迟没有补发
到位，无奈之下，她多次找村
干部了解情况并催办，得到
的说法都是让她“不要急，再
等等”。

“没有新颁发的《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我心里始
终不踏实。可是，村里又不
给我一个明确答复，我的心里
是真的急啊！”顾女士说，无奈
之下，她想通过本报新闻热

线，将此事问个清清楚楚，避
免夜长梦多，给自己的合法
权益带来不必要的干扰。

了解此事后，记者首先
采访了白蒲镇政法和社会管
理局工作人员谢添，他表示
该项工作并不在他们的职能
范围，建议通过如皋市白蒲
镇政府党政办了解此事。随
后，记者与当天值班的党政
办工作人员李玲取得联系，
她在了解顾女士向本报反映
的情况后，立即就此事通过
对口部门进行核实了解，并
迅速将事件处理情况反馈给
报社：经调查，顾女士等人介
绍的有关情况客观存在，目
前，如皋市农业农村局正在
逐一核对信息并处理此事。

周朝晖 顾卫琴 吴迪

晚报讯 在“5·15”全国
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即
将到来之际，昨天，南通公
安公布8起经济犯罪典型案
例。记者注意到，其中一起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瞄准
老年人对健康和金钱的渴
望，通过提供虚假免费体
检，推销价格高昂的“治
病”产品，诱骗老年人“拉
人头”深陷传销组织，极具
警示意义。

2021年年初，海安公安
经侦部门接到线索称，某组
织以销售医疗保健产品为幌
子进行传销活动。经过数月
的缜密侦查，同年9月，海安
警方组织警力对该传销团伙
进行集中收网。经查，该犯
罪组织通过捏造服用产品康
复的案例，向群众传授某植
物提取饮料的医疗效果，并
邀请中老年群众到公司在

“健康筛查床”上进行身体检
查，以此蛊惑群众购买产
品。参加人员缴纳2800元
购买6盒产品即可成为初级
会员，之后可以1700元6盒
的优惠价格购买产品，并有
资格发展下线，根据不同级
别获得相应提成。

“所谓的健康筛查床，其
实就是张木床。”办案民警介
绍，为诱骗老年人购买产品，
不法分子开设线下门店，为

老年人提供免费身体检查。门
店里的“健康筛查床”形似医院
的CT机，实际上根本没有检查
功能。不法分子将事先购买的检
查数据存储于电脑中，而后声称
接受检查的老年人患有某些疾
病，进而向他们推销产品。“他们
抓住老年人对健康和金钱的渴
望，谎称产品可以治疗癌症、脑
瘫等疾病，诱骗老年人购买并加
入会员，不仅可以享受购买优
惠，每发展一个下线还有约700
元的提成。”

截至案发，该传销组织在多
地共发展数千名下线成员，涉案
价值数千万元。警方提醒，传销
主要利用“杀熟”手段骗人骗钱，
千万不要碍于情面抱着试试看
的心理盲目加入，否则会深陷传
销泥潭不能自拔，最后只能是害
人害己。广大市民要提高警惕，
防止被骗，特别是老年人要端正
保健理念，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
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
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
神药，以防陷入骗局，同时牢记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贪图
小利、不轻信他人，打消“用小钱
赚大钱”“吃小亏赚大便宜”的念
头。如果发现涉嫌传销的组织
或人员，或发现自己被骗误入传
销组织，一定要保持理智，设法
尽早脱离传销组织，并及时拨打
12315或110向工商、公安部门
举报。 记者张亮

车子随意停放被高空坠物砸坏
法院：物业公司和车主都有责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推进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
展，商品房物业的管理和服
务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
内容，随之出现了大量与物
业管理人相关的纠纷。

《民法典》合同编中赋予
了物业服务管理人准公共管
理的职责和义务，明确了物
业管理人应按照约定对物业
的公共部位承担的维修、养
护等责任，物业服务管理人
对于违反治安、环保、消防
等法律法规的行为，除及时
制止外，还要向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并协助处理。《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了公
共部位的建筑物及附属设
施倒塌，搁置物、悬挂物
坠落，不明抛掷物、坠落
物致害等行为发生侵权的
情况，物业管理人不能证
明自己没有过错或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也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本报通讯员孙太永
本报记者王玮丽

村民迟迟没拿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白蒲镇政府：相关部门正在核实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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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张木床，没有查病功能

“健康筛查床”竟是道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