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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目前，双色球全国
9亿派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采用复式投注的奖金成色将大
大提高。头奖最高可以冲击
1500万，尾奖直接翻番。

当期双色球计奖后，双色
球奖池金额为 6.35 亿多元，本
期 4500 万 元 一 等 奖 特 别 奖

派奖奖金 2000 万，剩余 2500
万。按本次派奖规则，剩余
派奖奖金自动滚入至下期第
2017135 期，复式投注中得一
等 奖 按 中 奖 注 数 均 分 4500
万元。

本期计奖结束后，一等奖
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 3.25 亿

元，六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
额为 3.75 亿多元，按照派奖规
则，本期计奖结束后，双色球 9
亿元大派奖活动还剩15期，由
于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500
万，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4元
中得1500万元。

记者 李欢

在与朋友聚餐时，看到一
盘凉拌菜“不对头”，阆中市市
场监管局局长杜敏立即通过微
信安排执法人员展开秘密调
查，150袋“早产”牛肉随后被扣
押。11月16日，记者从阆中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廖某因涉嫌
销售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
已被立案调查。

“老板，你这个牛肉有问
题。”11月12日晚，在阆中市张
飞北路一家餐厅内，几位“小伙
伴”周末聚餐。看到一盘凉拌
牛肉端上桌，一名中年男子对
菜品的质量表示置疑。

“有啥问题？牛肉是我们
买的袋装黄牛肉，正规厂家生
产的。”然而，服务人员笃定的
回答，并没有让这名顾客消除
疑窦。“刚刚上桌的牛肉不成
形，本应成片的却是小块。”现
场置疑的男子，是阆中市市场
监管局局长杜敏。虽然一起用
餐的朋友对他的判断也不以为
然，但凭着职业敏感，怀疑绝不
是无中生有。

为进一步确证自己的判
断，杜敏向餐厅索要了牛肉包
装，发现其外包装上标示有“古
法秘制 阆中特产”“正宗黄牛
肉”字样，但是，生产日期却非

常模糊，无法辨认。为不打草
惊蛇，杜敏将菜品、牛肉外包装
拍照后，通过微信传给阆中市
市场监管局局东城监管所所长
毛发明：“你明天亲自去检查，
弄清楚牛肉来源！”

13 日上午，执法人员对涉
嫌问题的袋装牛肉溯源突击
检查，在阆中市巴都市场廖某
的牛肉销售店，发现了 150 袋

（175g/袋）“早产”牛肉，其外
包装袋上标注的生产日期竟然

为2017年11月15日。执法人
员当即扣押了这批“早产”牛
肉，并对这起“涉嫌销售虚假
标注生产日期食品”事件立案
调查。

据悉，廖某销售的这些“早
产”牛肉，是打着某公司名义自
己生产的。这批“早产”牛肉到
底数量有多少、已经销售了多
少，是否还存在其他质量问题，
执法部门正在调查中。

文/图 王玉贵 记者 李兴罡

11月15日下午，达州佳
翔驾校（富明驾校）41 岁男
性学员李某，在八益驾校科
目三考场内考试时，猝死在
车内。事发后21分钟，急救
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前后进
行了 8 分钟的全力抢救，但
没能挽回其生命。事发后
31分钟，达州市公安局通川
区分局双龙派出所民警赶
到，对此事展开调查。目
前，公安刑侦部门也已介入
调查。

“考场的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下午2：02，正在考试的
车子突然停了，那个时候他
已经出现了状况。但考试车
内的监控视频 2：09 以后就
缺失了，说是刑侦大队调走
了。”死者李某的侄子张先生
称，当天下午3点左右，他代
表家属第一个赶到现场。而
此时，李某已经死亡。李某
的妻子称，他们通过监控视
频发现，事发时李某正在考
科目三。“12号到14号，他一
直在练车，15 号考试前一切
正常。”李某的儿子李平称，当
时陪考的助考员告诉家属，事
发前，李某参加科目三的模拟
跟班考试是过了关的。

死者家属告诉记者，李
某第一次考科目三，在直线
行驶项目出了问题，没考过，
所以要补考。“助考员说，补
考前，他曾安慰一起考试的
另一位学员不要紧张。”李平

说，3年前，父亲李某因心脏
二尖瓣膜开放功能不全，做
了心脏瓣膜手术。“手术后的
这几年，他身体一直很好，我
们至今都不确定他的死因到
底是什么。”

“按照相关规定，学员报
名时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院
的体检报告，体检机构也要
问清楚对方是否有妨碍安全
驾驶的疾病。”达州佳翔驾校
副校长晏晓岚称，事发后，学
校曾了解过李某的身体情
况，有学员反映李某有时候
练车的状态不是很好，曾说
过“心里不舒服”的话，但大
家都不知道李某曾做过心
脏手术。“我们也从考场问
了一些情况。”晏晓岚称，李
某第一次考科目三挂科后，
曾出现紧张情绪，为此，助
考员还专门找他沟通，劝他
不要紧张。

15 日，补考的过程中，
坐在副驾的助考员发现李某
呼吸急促，遂及时向考试中
心报告了情况并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但当急救医护人
员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只会审核考生的
身份信息，报名资格审查，都
是由驾校负责。”达州八益驾
校科目三考场负责人称，李某
通过自主约考的方式，预约到
了他们考场考科目三，谁也没
想到会在考试过程中出事。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曾业

达州一驾校学员考科目三时猝死

南充彩友10元买中604万
却因未复式投注少中500万

本来可以一举成为千万富翁，没想到一念之差“缩水”500万。近日，南
充一位福彩彩友遇到“悲”喜交集一幕：喜中双色球头奖604万，但因为没有
采用复式投注，不能享受双色球全国9亿派奖的福利，少中了500万，同千万
富翁失之交臂。

朋友聚会
局长餐桌上揪出“早产”牛肉

11月16日，广元旺苍迎
来第九届红色旅游文化节和
中国红军城（二期）的开放仪
式。当天，该县还在红军城
内举办了富有特色的百家宴
活动，上千人齐聚红军城内，
同饮一杯酒，同吃一道菜，场
面热闹壮观。

旺苍县委书记刘亚洲表
示，作为红色文化的继承
者，旺苍将以绿色打底，红
色铸魂，以红色旅游文化节
为关键抓手，持续推进红色
旅游与生态旅游的深度融
合，进一步打响“天下米仓、
康养旺苍”响亮品牌，加快

建设川陕甘渝重要生态康
养旅游区，推进绿色发展，
实现绿色崛起。

据了解，本次节会融节
日庆典、文艺晚会、艺术创
作、展示展销、土食活动、趣
味运动、文化展演于一体，共
有七项活动，按照“突出旺苍
红色传承、突出旺苍文化品
牌、突出旺苍本土特色”三个
突出，在活动的策划和组织
形式上进行创新，借助旺苍
红色旅游文化品牌，进一步
提升旺苍红色旅游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刘彦谷

百家宴活动。 高志农摄

旺苍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千人同吃百家宴

11月14日晚，南充市高坪
区综合市场福彩 51290086 号
投注站中出双色球低 2017133
期一等奖一注，奖金 604 万多
元，同期，位于顺庆区马市铺的

福彩 51290190 号投注站中出
二等奖一注，奖金17万元。

据统计，这注双色球 604
万大奖是南充福彩双色球中出
的第 34注500万以上大奖，也

是近年南充彩友中出的第4注
双色球头奖。今年 8 月 31 日，
嘉陵区彩友中出了 568 万大
奖，营山县彩友中出了1000万
大奖。

喜讯传来，大家是欢欣鼓
舞，因为南充市民身边又多了
一位“数百万”富翁。可是这个
大奖的背后却是稍有遗憾。

据了解，当期双色球头奖
13注，其中4注为复式投注，享
受每注派奖 500 万的超级福
利，单注奖金为 1104 万元（含

加奖500万元）。这4注一等奖
特别奖分落4地，其中内蒙古1
注，吉林1注，山东1注，重庆1
注。另外 9 注为非复式投注，
不参与派奖活动，单注奖金
604 万元，这 9 注非复式投注
一等奖分落 7 地，其中，北京 1
注，山西1注，吉林1注，江苏1

注，浙江1注，四川3注，陕西1
注，共9注。

也就是说，高坪这位彩友
因为没有采用复式投注，不能
享受双色球全国9亿派奖的福
利，少中了 500 万，否则，他的
中奖金额将达到1104万元，一
举成为千万富翁。

/惊喜/ 高坪彩友买中头奖

/遗憾/ 单式投注奖金少500万

/扩散/ 9亿派奖火热进行中

涉嫌“早产”牛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