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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福彩之声

元宵节前一天，双色球 2016 年第 19
期开奖。南阳喜讯传出，市区中得了 2
注 519 万元、共计 1039 万元大奖，为南阳
赢得了彩市开门红。

当晚全国井喷 51 注，河南省 4 注，
南阳则占据半壁江山。从省中心机房显
示，中奖站点是位于南阳市区校场路的
41130087 号福彩站，投注时间是农历正
月十四下午 5:02，投注方式是单式 2 倍，
为一人独中无疑。南阳又一个千万大奖
伴随着元宵给嗨出来了！

2 月 23 日上午，笔者前往一探虚实。
门前已经拉起了大红的横幅。还没走近，
就听到人群在议论，“这人真有福气！”

“光税就得交多少呀！”笔者问旁边烤鸭
店的老板:“这是真的吗”“真的，人家彩
票机器上都有显示呢，你也赶紧买 2注试
试手气吧！”兴奋得跟自己中奖了一样。

进到店内，和老板聊起了这次中奖
情况。业主张女士介绍，中奖的是一位

老彩民，自打她开店以来，期期都能看到
这位彩民，买的也不多，有时一注，翻一
倍，贵在坚持。当晚 5 时，该彩民拿着用
量贩小票写的一组号来到彩站，还说自
己看的那组和彩站推荐的很接近。没成
想，就是这注随手写在超市小票上的一
组不起眼的数字，成就了一个千万大奖
的诞生！

当笔者开玩笑说是不是真的时，张
女士便打开投注机，找到了本机中奖信
息，果真是 2 个 519 万元。

信息显示，当期除了 2 个一等奖外，
还中出四等奖 200元 1注，五等奖 10元的
6注，以及 5元的 51注，可谓收获多多。

据 悉 ，这 是 南 阳 福 彩 史 上 第 三 大
奖。一是 2012 年 1 月邓州中的单注 27
倍 1.39 亿元大奖，二是 2013 年 4 月市区
工业路中的一张 10 倍 5400 万元大奖。

大奖青睐南阳，你准备好了吗？
（少君）

1040万！南阳收获今年首个双色球大奖

2 月 25 日，三门峡市灵宝城关
镇解放村福彩 41620220 站一彩民
采取 1 注多倍投注方式，累计收获

“3D”第 2016049期奖金 52.5万元。
2 月 26 日上午，这位彩民在朋

友的陪同下到市福彩中心兑取了
52.5 万元“3D”奖金。据彩民介绍，
这注“739”号码他已经坚持购买了
两年多，期期不落，昨天他对这注
号码倍投了 505 倍，10 张 50 倍的加
上 1 张 5 倍的，终于功夫不负有心
人，“52.5 万元”大奖让他感到兴奋
激动，他说平时除了坚持买“3D”彩
票，还坚持投注双色球，接着向我
们展示好几张双色球彩票，然后风
趣地说，“中奖贵在坚持嘛”。

福彩“3D”游戏自上市以来，逐
渐受到彩民的喜爱，并拥有一批忠
实的粉丝，该市灵宝的福彩彩民们
更是对“3D”彩票情有独钟，在饭店
内、茶社里、广场上等很多人群聚
集的地方你也会常听到彩民们在
一起研究讨论“3D”的开奖号码，购
彩俨然已经成为彩民们的休闲娱
乐方式。

(海峰)

坚持+执着，
灵宝彩民收获“3D”奖金52.5万元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近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 666
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决定》指出，为了依法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国务院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价格改革和实施普遍性降费措
施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决
定对 66 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
以修改，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

在取消和下放审批项目方面，
通过修改 29 部行政法规，取消了
物业管理师注册执业资格认定等
45 项有关生产经营活动许可、资
质资格认定核准；通过修改 18 部
行政法规，将计量检定员资格核准
等 29 项审批项目的审批权，由国
务院行政主管部门下放到地方人

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
在工 商 登 记“ 先 照 后 证 ”改

革 方 面 ，通 过 修 改 31 部 行 政 法
规，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 57 项
工 商 登 记 前 置 审 批 事 项 改 为 后
置审批。

在价格改革和实施普遍性降
费措施方面，通过修改 3 部行政法
规，放开了药品等 3 个领域的竞争
性价格；通过修改 3 部行政法规，
取消了企业注册登记费等 2 项收
费。

在加强后续监管方面，按照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的要求，强化了有关部门对审批项
目取消调整后从事相关活动的监
管，增加了经营活动信用监管制度
等日常监管措施，明确了行政主管
部门对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查处
职责，规定了未具备一定条件从事
相关活动的处罚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日电 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 3 月 1 日
表示，根据测算，国际清算银行

（BIS）发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至少被高估 10%左右，人民币没有
大的贬值空间。保持人民币对一
篮子货币的基本稳定，加大参考一
篮子货币的力度，是未来人民币汇
率形成机制的主基调。

陈雨露是在 1 日举行的“2016
中美央行高端对话”上发表上述观点
的。针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他表示，
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从
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看，人民币贬值
政策难有刺激出口的效果。

去年以来曾数次大幅走低的
人民币汇率，随着今年 2 月初美元
指数大跌及美联储主席表态弱化
加息预期，近期进入了明显回调维
稳态势。1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报 6.5385，上调 67 个基点。

陈雨露表示，当前中国贸易收
支状况较好，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低
水平，有利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
定。从国际竞争力看，虽然 2015
年中国对外贸易是负增长，但中国
贸易额占全球的份额还在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更高质量的增
长，有理由相信这种比较优势将进
一步提高。

据新华社上海3月 1日电 上
海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统计公报
显示，2015 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
总数为 2415.27 万人，相比 2014 年
末减少 10.41 万人。这是新世纪以
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
长，同比降幅为 0.4%。

统计显示，2015 年末上海市
户籍常住人口 1433.62 万人，外来
常住人口 981.65 万人。相比 2014
年末，外来常住人口减少 14.77 万
人，同比降幅为 1.5%。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地方两会
上，上海市市长杨雄表示，“十三
五”期间上海将坚持综合施策，严

格控制人口规模，常住人口总量控
制在 2500 万人以内。

上海“十三五”规划建议起草工
作组相关负责人说，特大城市发展中
的许多问题，都和人口集聚过多密切
相关，尤其是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运营安全等难以承受。

据介绍，守住“十三五”人口规
模的底线，上海的主要办法是四
条：通过调整落后产能，合理控制
就业年龄段人口；完善基本公共服
务政策，疏导非就业人口；加强城
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调控无序流
动人口；控制建筑总量过快增长，
抑制人口过度涌入。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日电 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个部门制定
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
见》1 日全文对外发布。意见提
出，支持发展共享经济，鼓励个人
闲置资源有效利用，有序发展网络
预约拼车、自有车辆租赁、民宿出
租、旧物交换利用等，创新监管方
式，完善信用体系。

意见提出，要加快推动消费向
绿色转型。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
会厚植崇尚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大力推动消费理念绿色化；规范消
费行为，引导消费者自觉践行绿色
消费，打造绿色消费主体；严格市

场准入，增加生产和有效供给，推
广绿色消费产品；完善政策体系，
构建有利于促进绿色消费的长效
机制，营造绿色消费环境。

意见还提出，要扩大绿色消费
市场。支持市场、商场、超市、旅游
商品专卖店等流通企业在显著位
置开设绿色产品销售专区。鼓励
大中城市利用群众性休闲场所、公
益场地开设跳蚤市场，方便居民交
换闲置旧物。完善农村消费基础
设施和销售网络，通过电商平台提
供面向农村地区的绿色产品，丰富
产品服务种类，拓展绿色产品农村
消费市场。

家暴伤人越来越多
资料显示，近年，全国妇联系

统受理的投诉中，家暴投诉数量不
小，其中妇女、老人、小孩、残疾人
等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2014
年，全国有二成以上的家庭存在不
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形式上，殴打
等身体侵害占多数，辱骂、恐吓等
精神暴力越来越多。

实际上，相较于肢体暴力，包
括言语侮辱、恐吓等在内的精神暴
力发生的频率不低。“反家庭暴力
法”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
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
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都属于家庭暴
力。

律师李卉说，像冷暴力这样的
精神家暴早就存在，只是以前人们
的意识淡薄，认识不到它是一个严
重的家暴行为，现在法律有规定了。

如何取证是个难题
李卉说，肢体暴力常有伤，看

得见，但很多精神暴力像冷暴力是
看不见摸不着的，如何取证是个课
题。

实际上，不仅是“无形的”精神
暴力，即便是“有形的”肢体暴力，
认定难、取证难，困扰着受害人及
其代理律师。

济南市丁女士说，家暴每次发
生都猝不及防，没有时间取证。去
年底因家庭琐事，丈夫再一次殴打
她，母亲上前劝阻也被打伤。尽管
事后逃出并报案，但丈夫对施暴行
为矢口否认，“他不承认是他打的，
说是我们母女起争执，互相打的。
警察说，我和我妈是互为利害关系
人，不能互为证人，孩子太小无法
作证，也没其他证人，所以只调解
了一下”。

济南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张洪
燕说，施暴者认为打老婆和孩子是
自己的家务事，外人无权插手过
问；而受害者怕家丑外扬，选择容
忍，这助长了施暴行为的升级。

法律保护还在路上
3 月 1 日实施的“反家庭暴力

法”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
居委会、村委会、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若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遭受家暴或疑似遭受家暴，须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告。这表明家暴不
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
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反家庭暴力法”的另一大利
器，是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当事人因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
现实危险，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包括禁
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
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
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
申请人住所等。

有律师表示，“人身安全保护
令”将反家暴工作从事后惩治，变
为事前预防。

据专家介绍，此前，反家暴的
相关条款散见于不同法律，操作性
不强，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家暴问
题。而今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
着力解决现实生活中家庭暴力的
突出问题，完善了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的法律制度，对提高全社会反
家暴意识，有效预防和依法处置家
庭暴力，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部分行政法规将修改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

人民币贬值空间不大

上海市人口首现负增长

我国将有序发展网络约车

反家庭暴力法昨日起实施

“国法”要管“家务事”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然而，日常生活中，“拳头”、

辱骂、恐吓……常常出现在一些家庭中。3月 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能否

有效遏制家暴行为？受害者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今年是中国航天创建 60 周年。2016 年中国
科技看什么？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代表委员和科
研工作者带您提前了解今年中国科技不容错过的
6 件大事。

“实践十号”4月发射太空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总体部抓总研

制的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
号”已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计划 4 月发射。

“这颗卫星将成为专门用于微重力科学和生
命科学的实验平台，为我国空间微重力研究提供
新的技术手段。”卫星副总设计师李春华说。

“实践十号”干啥用？这个临时太空实验室将
利用太空中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在为期 15 天的飞
行中完成微重力流体物理、微重力燃烧、空间材料
科学、空间辐射效应、重力生物效应、空间生物技
术六大领域 19 项实验。

长征火箭“三代同堂”齐登场
今年，新一代大、中型和固体运载火箭——长

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十一号火箭将先后亮相，
“老前辈”长征二号丙火箭以及步入“青壮年”的长
征三号甲系列、长征二号 F 火箭也将集体登场。

“长征五号火箭已完成首飞前的‘实战演练’，
长征七号火箭正在总装。‘两兄弟’分别预计于今
年 9 月份和 6 月份首飞。”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
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梁小虹
说。今年该院所有在研、在役的 6 个型号火箭预
计将执行 14 次发射任务，可谓“三代同堂”齐登
场。这在我国航天史上尚属首次。

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下半年发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今年年中至

明年上半年，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任务，
验证未来空间站关键技术。目前天宫二号已完成
总装，各系统正在紧张备战。

今年第三季度发射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飞
船将乘载两名航天员，与天宫二号完成对接，并在
太空驻留 30 天。今年的载人航天任务将进入应
用发展新阶段，在天宫二号上进行多项实验。

在完成和神舟十一号飞船的交会对接和空间
科学实验后，天宫二号还将在 2017 年上半年验证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对接和资源补给技术。

C919将翱翔蓝天
中国人的大飞机终于要展翅高飞了。“我肯定

愿意第一个坐这个飞机。”全国政协委员、大型客
机项目总设计师吴光辉说。

为什么取名 C919？C 是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
也是中国商飞 COMAC的首字母。第一个 9指天长
地久，19代表我国首型大型客机最大载客量为 190
座。吴光辉曾透露，“C919”之后未来的型号也可
能命名为 C929，表示最大载客量将为 290座。

“高分”家族将添新丁
“天眼”看地球，“慧眼”识九州。中国十六个

重大科技专项中有一个“天眼工程”——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系统专项，简称“高分专项”。

今年下半年，高分项目将再添新丁——具有
1 米分辨率，全天时、全天候对地观测能力的雷达
遥感卫星高分三号。

据国家航天局局长许达哲介绍，我国力争到
2020 年形成具有时空协调、全天时、全天候、全球
范围观测能力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开眼”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一个“大

窝凼”里，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 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预计 9 月竣工，开始
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

高分卫星是“天眼”观地，射电望远镜是“巨眼”
观天。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郑晓年表示，
FAST 突破了射电望远镜的百米极限，它拥有 30个
足球场大的接收面积，将在未来 20 至 30 年保持世
界一流设备的地位。(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望远镜睁“巨眼” 大飞机要上天2016，中国科技六件大事不容错过

新华社发

▲这是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 反射面面板安装施工现场（2015年 12
月 16日摄）。

▲2015年 11月 2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正式下线。

▲2015 年 12 月 29 日，我国成功发射高
分四号卫星。

3月 1日，台湾佛教界代表人士星云大师捐赠北齐佛首造像回归仪
式在国家博物馆举行。据介绍，佛首回归后将纳入河北省馆藏珍贵文
物序列，并尽快以技术手段实现“金身合璧”。1996 年，这尊佛首在河
北省灵寿县幽居寺被不法分子盗割。 新华社发

被盗北齐佛首回归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