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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透不止 畅活由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
中奖公告

“看住”交通厅官
亟须更严密监督

十年前， 程孟仁的前任卢万里在贵
阳中院被判处死刑。 从卢万里“落马”到
程孟仁案发， 十年间， 交通领域的贪腐
“招数”经历了一个从“大胆”到“隐蔽”的
变化。

十年前，卢万里贪腐堪称“大胆”，既
当厅长，又兼高速公路开发公司总经理，
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甚至通
过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直接 “捞钱”。
十年后， 随着交通建设领域体制机制的
不断完善， 程孟仁受贿过程表现得更加
隐秘“含蓄”。

检察机关指出，程孟仁、何文的受贿
犯罪中，权力滥用具有针对性，均集中在
贵州交通系统内的相关工程项目， 而且
权力运用具有隐秘性， 两人在运用权力
为他人牟利时，尽可能隐蔽，程孟仁有时
借出席宴请施加影响，有时由何文出面，
程孟仁再默许同意。

办案人员和专家认为， 贵州交通领
域十年落马的两名厅长， 尽管其贪腐招
数不一，但根源都指向“一把手”的权力
监督以及交通建设体制机制存在的漏
洞。他们认为，切实将交通系统“官商”分
离，加强审计、纪检监察力度织密“看住”
交通厅官权力的“笼子”，将有效遏制交
通领域腐败高发。

（据新华社电）

超级大乐透 14152 期分析
连号淡出 后区看大号

从号码总体走势来看，近期大号区走热，
连号将淡出，后区以大号为主。

本期分析：
小中大结构分析：前区：近 10 期区间分

布是 13 比 16 比 21，大数区域出号较强。上期
区间分布是 2 比 0 比 3。 上期小数区域 1 至
12出号 2 个，本区域号码不可忽视；中数区域
13-23 出号空缺，本区域号码可适当关注；大
数区域 24-35 出号 3 个， 后期将呈现淡化格
局。 后区：中大区号码应注意防守；本期以大
号为主。

奇偶分析：近 10 期奇偶比为 26 比 24，奇
数出号略强。 上期前区为 2 比 3，后区为 0 比
2； 本期偶数出号偏弱， 关注前区 3 比 2。 后
区：近期奇偶出号势均力敌，本期奇偶比关注
1 比 1，防 0 比 2。

012 路分析： 上期前区为：1 比 1 比 3；后
区 0、2 路各 1 枚。 本期前区 1 比 1 比 3；后区
0、1 路各 1 枚。

连号分析：由于上期开出了连号，本期连
号开出的可能性不大，下期可重点关注散号。
后区没有连号开出。

和值：上期前区和值大幅下降，本期和值
仍有回调的空间，和值应在 46 至 139 之间振
荡，可关注 67 点位左右；后区 5 至 23 之间。

本期重点：
前区胆：02、05、21。
后区胆：07、12
推荐号码 ：02、03、05、14、15、16、21、23、

31、32 + 07、09、12。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以上分析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解读亿元巨奖：追加倍投复式 巨奖的“好伴侣”
12月20日晚，江苏徐州第53900号

站点独揽20注大乐透头奖， 单票总奖
金高达1.169亿元。这也是全国大乐透

第7个亿元大奖。 大乐透巨奖如何产
生？倍投、追加、复式是有力法宝。

倍投：巨奖必备利器
众所周知， 大乐透的投注方式多

种多样，面对超过10亿元的高奖池，倍
投是制造巨奖的不二法宝。 不管是今
年8月山东淄博的大乐透4.97亿元巨
奖， 还是2012年苏州大乐透2.56亿元
巨奖， 抑或是这次徐州1.169亿元巨
奖，都是在这种“攻势”下诞生。目前，
大乐透奖池高达12.11亿元，即使倍投
200多倍， 都有足够的奖池等你来掏
空！

追加：小投入大回报
除了倍投， 大乐透独有的追加投

注也是巨奖好搭档。 纵观超级大乐透
的7个亿元巨奖中， 选择追加投注有4
人次：山东4.97亿元巨奖得主，60倍追
加投注，多得奖金1.86亿元；湖北2.48
亿元巨奖得主，30倍追加投注，多得奖
金9297万元； 重庆1.77亿元巨奖得主
同样在追加中收获颇丰 ， 多获奖金

6641万元；而安徽1.02亿元巨奖得主，
12倍追加投注，多得奖金6408万元。仅
仅多一元钱的追加投注， 可以使一、
二、三等奖多创造60%的收益，这是其
他玩法无法媲美的魅力。

复式：一连串的惊喜
另外，超级大乐透的“6个中奖等

级，13个中奖条件”也让复式和胆拖投
注有了广阔施展空间。 即使没有击中
头奖， 但小奖成串也能让彩民收益丰
厚。大乐透7位亿元得主中，就有3位采
用了复式投注，收获了一连串的惊喜，
他们能够网中巨奖， 复式投注功不可
没。

头奖不停歇，奖池持续涨。在近期
连续出现的头奖井喷后， 超级大乐透
奖池仍居11.9亿元高位， 足以保证彩
民创造中奖新高， 并有望在年末继续
上演巨奖迭出的盛况。合理利用复式、
追加、倍投等投注方式，是抱得大奖归
的理想选择。有了这些，再加点运气，
惊喜或许就在一念之间。

超级大乐透惊喜送不停
12月16日， 超级大乐透第六周，

10组二等奖分别花落城东区 、 城西
区、 城中区， 海南州。 其中， 城东区
彩民以15元5注机选追加票擒获， 中
奖彩票由西宁市城东区康西二路5号
园园食品店第20116号体彩投注站售
出。

据了解， 王先生是体育彩票老彩
民， 买彩有十多年的时间。 从最早的
“22选5”， 到现在的超级大乐透， 他
几乎期期不落都买， 在投注方式上，

他却相当随意 ， 有时选号 、 有时机
选。 王先生表示， 彩票本来就没有规
律， 全凭碰运气 ， 不中就当奉献爱
心。

12月11日中午， 王先生下班刚好
路过附近的投注站， 于是顺便进去打
几注超级大乐透， 由于没时间选号，
便让销售员打了好多张15元5注的追
加机选票 。 兑奖时 ， 王先生坦言 ：
“买彩票就是碰运气， 能中奖固然好，
即便不中也无所谓 ， 就当奉献爱心

了。 这次没想到未中奖的彩票竟然被
抽中， 体彩中心送出捷安特山地自行
车一辆， 真是很幸运， 很开心！”

王先生提醒各位彩民： “省体彩
中心这次活动是对我们实实在在的回
馈， 彩票不论中奖与否， 都有机会收
获体彩大礼 ， 距离活动结束还有一
天， 希望各位彩民朋友赶紧行动起
来， 祝福更多朋友能够收获来自体彩
的惊喜！”

（安芮仪）

交通厅长伙同情妇受贿的双簧戏
情妇“台前”出面承揽工程，厅长“幕后”指使打招呼。 日前，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程孟仁受贿案的一审判
决，揭开了这位交通厅官与情妇如何“共谋”受贿的“双簧戏”。

多地拥有房产 还有宝马奔驰
2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

交通厅原厅长程孟仁受贿案作出一审判
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同案
被告人、程孟仁情妇何文犯受贿罪，被判
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两人犯罪所得赃款人民
币 1804.43735 万元、程孟仁犯罪所得赃款
人民币 252.885 万元， 依法予以没收，上
缴国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 年至 2011

年，何文通过程孟仁给相关工程负责人打
招呼等方式， 先后在高速公路隧道工程、
重油供应、石料供应以及边坡绿化等项目
上帮助王某、 重庆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某公司等 15 家单位或个人承接
到相应工程。 之后，共收受王某等贿赂款
人民币 1804.43735 万元。

法院判决指出，受贿款由何文具体收
受、保管、使用，并在事前或事后均告知了
程孟仁。 何文将其中部分款项用于购房、
购车等。 据何文退缴的赃款赃物显示，其

在贵阳、北京、广西、山东、湖北等地共有
9 套房产，另外还有奔驰轿车、宝马轿车
各一辆以及退缴赃款人民币 990.565 万
元。

办案机关还查扣了程孟仁退缴赃物
江诗丹顿手表一块、金条三根、银行卡一
张、贵阳市保利温泉别墅一栋三层、贵阳
市云岩区延安巷住房一套，共计价值人民
币 370.903615 万元。

一审宣判后，程孟仁、何文当庭均表
示要上诉。

“台前幕后”唱双簧
据法院查明， 1993年8月至2002年6

月， 程孟仁先后任贵州省遵义地区行署
副专员、 遵义市副市长等职， 2002年6月
后， 程孟仁调任贵州省交通厅任副厅长、
厅长， 2012年10月任贵州省政协提案委
员会副主任。

何文原是遵义电视台记者， 在采访
中认识程孟仁后从1997年开始， 二人发
展为情人关系。 2001年， 何文辞去电视
台记者工作到北京发展。 2003年， 何文
应程孟仁要求从北京回到贵阳。

法院认为， 程孟仁与何文共谋后 ，
由程孟仁介绍何文认识交通厅下属相关
企业负责人及相关工程项目承建方负责

人， 带领何文出入公开场所， 让相关人
员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何文直接
找相关人员承接工程项目， 必要时由程
孟仁打招呼， 关照何文承接工程， 从而
收取好处费。

一审判决显示， 担任交通厅厅长的
程孟仁与情妇何文的 “双簧戏” 主要有
两种 “唱法”。 一是何文接受他人请托
后， 利用程孟仁职务便利， 给程孟仁下
属相关单位负责人打招呼， 在承接工程
等事项上为请托人承接项目； 二是由何
文直接通过程孟仁的关系得到工程后转
交给他人承接， 为他人谋取利益。

贵阳中院认为， 两人事前既有共同

受贿的犯罪故意， 也有共同受贿的具体
行为， 系受贿共犯， 均构成受贿罪。 在
共同受贿犯罪中， 程孟仁利用职权为他
人牟利， 何文则出面接受他人请托， 从
中收取好处， 程孟仁是权力主体， 何文
是行为主体， 二人分别实施了相应的行
为， 相互配合， 紧密联系， 缺一不可，
两者地位、 作用相当。

此外， 程孟仁还利用职务之便， 接
受申某等请托， 通过给其下属相关单位
负责人打招呼的方式， 在承接工程、 催
要工程款等方面， 为申某等提供帮助，
为他人牟取利益， 单独收受他人价值人
民币252.885万元的财物。

玩法 期数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352 0 6 0

排列 5 14352 0 6 0 0 8

7星彩 14151 1 9 5 7 5 5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