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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52270元，
中奖总金额为2286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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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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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省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总额为
12983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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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308期
中奖号码：849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102824元
和8697814元。

“排列3”、“排列5”第15308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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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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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132期
中奖号码：03 08 14 18 27 01 05

本期投注总额为 167451867元,1847218046.15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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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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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销售总额为277548元,本省中
奖总金额为1095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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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不久的女婴小欣怡
在小区晒太阳时，被高空抛掷
的水泥块砸伤，导致七级伤
残。事后小欣怡父母向小区
内可能抛物并导致此次伤害
事件的业主集体索赔。这起
民事案件10日在武汉市汉阳
区法院一审宣判，判决80名持
有涉案楼栋住房的业主共赔
偿39.5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4 年
11月20日，出生46天的女婴
小欣怡在汉阳区世纪龙城小
区11栋2单元2号房楼下南侧
晒太阳，被高空抛掷的水泥块
砸伤。小欣怡受伤后被送往
医院救治，经鉴定小欣怡残疾
程度目前评定为七级残疾。
法院依法认定小欣怡获赔医
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39.5万元。

小欣怡受伤案件中，无法
确定高空抛物肇事者，因此
小区11栋 2单元2楼及以上
大多数住房业主均成为此案
被告。法院认为，侵权责任
法明确“从建筑物上抛掷物

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
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
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
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
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规定，由于该起伤害未找
到实际侵权人，原告将可能
加害的房屋所有权人作为被
告，并要求其承担补偿责任
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审理认为，小区11栋
2单元2楼及以上1号、2号、3
号房均有致害的可能和部分
控制风险的能力，原告也主张
被告按户承担责任，符合法律
设定的初衷，因此被告应按持
有房屋的数额承担补偿责
任。部分被告主张事发时在
上班、出差等不在场的抗辩，
法院认为相关证据尚不足以
证明其不可能是致害人，对其
要求免除责任的主张均不予
认可。还有部分房屋涉及出
租的责任承担问题，法院明
确，被告业主可持相关证据向
房屋实际使用人予以追偿。

据新华社

记者11日从海口市龙华
区法院获悉，中国银行海南省
分行柜员吴某利用工作便利，
使用7名储户身份证信息先后
骗领 8 张信用卡，恶意透支
123万余元。龙华区法院一审
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

据办案法官介绍，2011年
1月至2013年2月，吴某利用
其担任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私人银行部柜员的工作便利，
分别利用7名储户的真实身份
证复印件，并编造虚假的工作

单位、住址、联系电话、工资收
入等信息，申请办理了七张中
银白金信用卡。此后，吴某不
断提高信用卡的信用额度，使
用七张信用卡循环恶意透支，
先后共计骗取100多万元。

2013年 12月，吴某在一
名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
工作便利，冒用储户姓名将其
在中国银行海口世贸支行申
办的中银白金信用卡挂失后，
再重新补办一张信用卡，并使
用该信用卡恶意透支，共计骗
取近18万元。

据新华社

核心提示 | 记者11日从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教育局了解到，因上当地名校被骗，荒废学业
3年多的两个孩子已被安排从初二开始重读初中。目前，因涉嫌诈骗，涉事老师朱某已被姜堰
区公安局刑事拘留。

姜堰区近日发生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教育事件，家长请托当教师的朋友将两个孩子“运作”
进名校读初中，直到两个孩子3年初中“学习”结束，高分“考上”重点高中，家长才发现孩子压根
就没读初中，也没考上高中。这三年来，两孩子一直被人“软禁”在老师的宿舍或者家中！

泰州姜堰励才实验学校，是
泰州远近闻名的初级中学，每年
被省重点高中姜堰中学（简称姜
中）、姜堰二中录取的学生很多，
当地有“励才强姜中强”一说。
三年前，家住泰州海陵区的小
丽、小敏（均为化名）的父母，就
是冲着励才的名气，找关系托人
将孩子“运作”进校。

据其中一名家长反映，三年
前，孩子小敏从泰州市海陵泰东
实验小学毕业，让孩子到哪个初
中就读，一时成了他们最纠结的
问题。“当然上励才！”家中意见一
致后，他们通过关系找到励才实
验学校的朱某，朱某一口应承下
来。他们事先还请朱某吃了饭，
一起吃饭的还有小丽的家长。

转眼到了励才实验学校报
名入学的时候了，两名孩子在朱
某的安排下，进行了笔试和面
试，开学不久，他们就接到朱某

“孩子被录取”的消息。孩子在
励才实验学校“学习”的三年内，
他们家长多次来到学校接孩子，
每次都能看到孩子穿着校服和
其他学生一起走出校门；学期期
末也能接到孩子拿回盖有学校
公章的成绩单。

两个月前，他们接到朱某的
电话，称两个孩子都被姜堰二中
录取，因不是指标生，须缴纳一
定数额的择校费。该家长称，三
年多来，孩子在校所需的学费、
生活费，他们都直接缴到朱某手
中。孩子回家也能带回盖有学

校公章的缴费收据。而据姜堰
区公安局通报，经初步查明，在
这3年多时间里，朱某以收取学
费、生活费、补课费、送礼等名义
收取两位学生家长现金、礼金
10多万元。

不久前，朱某说两个孩子被
空乘（航空乘务员）招录单位“看
中”，建议孩子提前完成中学学
业做“准空姐”。他这才到姜堰
二中了解情况，结果被告知姜堰
二中学生花名册根本没有孩子
的姓名！转身到励才实验学校
询问，得知孩子也从来没有在该
校正式上过一天学，根本没有励
才实验学校的学籍！8日晚，两
个孩子的家长到姜堰城中派出
所报案。

家长到学校，发现花名册根本没孩子名

针对朱某骗了两孩子家长
三年一事，记者专门来到励才实
验学校进行采访。该校丁副校
长介绍，朱某事发前，是该校初
二年级的英语老师，是初二（7）
班的班主任。2012年8月份，作
为学校聘用的朱某正式上岗。

据丁副校长了解，2012年7
月，还没正式到校的朱某，就认
识了两名学生家长。当时朱某
已经得知自己即将到校任教，便
承诺将两个孩子“运作”到校学
习。事实上，经过励才实验学校

严格的笔试、面试程序，两个孩
子都没能被录取。眼看自己就
要“失信”，朱某后来遇到一名女
中介。该女中介承诺只要缴一
定数额的钱，她有办法将孩子

“运作”进励才实验学校。“病急
乱投医”，朱某向两家长收钱后，
转交给了女中介。然而，一段时
间后，女中介便“失联”了。

朱某企图隐瞒下这一切，便
向家长假称孩子们被励才实验
学校录取了。事实上，三年中的
第一学期，朱某将两孩子带进自

己在学校的宿舍，并让孩子们不
要对家长讲，称学校马上就要录
取她们了。此后，她将两个孩子
带到其在外租住的房子和家
中。利用自己教师身份，她还给
两个孩子准备了春、秋校服。遇
到家长来接，朱某让两孩子穿着
校服从学校走出。每到开学以
及期末，朱某利用学校空白收据
以及成绩单，给家长提供收款收
据以及成绩单。丁副校长表示，
学校事先并不知情，也是“躺着
中枪”。

朱某不停用谎言掩盖谎言，学校“躺枪”

记者辗转见到了在派出所
的朱某。说起她骗两名家长，朱
某自称，她也被女中介骗了，自
己并没有拿多少钱。当初给女
中介的1万元“打点费”买的是
消费卡，家长当时给的只有
3000元，还有7000元是自己垫
的。女中介后来“失联”，是她万
万没有想到的。让两个孩子先
到学校“上学”，是她的缓兵之
计，她计划慢慢再想办法，结果
发现事情很难办。眼看三年初

中学习结束了，她只好用新的错
误掩盖旧错误，谎称孩子们被姜
堰二中录取了，其实两个孩子到
了姜堰一家中专学校。这次，一
单位到姜堰招“空乘”，她想将她
们送去做“准空姐”，这样她就可
以将所有的错误一笔勾销。

目前，因涉嫌诈骗，朱某已
被姜堰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
时，朱某原来所在的学校——励
才实验学校董事会已作出开除
朱某的决定，姜堰区教育局也已

启动吊销朱某教师资格程序。
姜堰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还介绍，出于对孩子的关爱负
责，姜堰区教育局将为两名受骗
孩子打开绿色通道，并安排好孩
子的学籍，两个孩子可以就读于
姜堰任何一所学校。经过对孩
子学习水平的测试，并征求家长
的意见，目前已安排本应初中毕
业的两个孩子在励才实验学校
读初二，重上初中课程。L

综合新华社、扬子晚报消息

因涉嫌诈骗，朱某已被刑事拘留

小区高空抛物导致女婴伤残
80名涉案业主均需赔偿

利用储户信息恶意透支百余万
海南一银行员工被判刑12年

江苏泰州一老师“软禁”俩孩子3年
承诺让孩子入校未果，为隐瞒家长“一错再错”该老师已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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