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3·1 星期一 本版主编 郑璐 编辑 薛莹 版式 倪海连

A11城事·体彩 18604505999新闻热线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生活报讯（记者杨镭）2月27

日晚开奖的体彩大乐透第21021期
传来喜讯，我省大庆市一幸运儿擒
得1注追加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800万元。这是当期全国3注头奖
中唯一的1注追加头奖，同时也是我
省今年首注大乐透头奖。

当期大乐透开奖号码为“16、18、

29、33、35+09、12”。数据显示，我省
大庆市开出的这注头奖，出自萨尔图区
铁西市场大门左侧的一家体彩实体店，
中奖彩票是一张6+2复式追加票，投注
金额18元，除擒得1注1800万元追加
投注一等奖外，还有若干小奖入账。

当期全国另外2注一等奖分别
出自江苏徐州和河南洛阳，均为单

注奖金1000万元的基本投注头奖。
二等奖开出74注，每注奖金18.53万
余元；其中28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14.82万余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33.35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10.11亿元滚存至3月1日（周一）开
奖的第21022期。

1800万！ 大庆幸运儿
获我省今年首注大乐透头奖

竞文
竞彩足球将继续关注北京时间

2日凌晨进行的多场欧洲五大联赛
比赛。其中在西甲赛场，近期多名主
力因伤缺阵的皇马将主场对阵皇家
社会；而在英超赛场，上轮在德比战
中爆冷击败卫冕冠军利物浦的埃弗
顿，将对阵近期状态下滑严重的南安
普顿。

埃弗顿VS南安普敦
比赛时间：3月2日4:00
埃弗顿上周末德比战做客爆冷2

比0击败利物浦，终结了英超做客对
利物浦的20场不胜纪录；积分上也追
平了利物浦，主帅安切洛蒂表示球队
的目标仍是进入下赛季欧战；俱乐部

周中与主力左后卫迪涅续约到2025
年，同时他们建设新球场的计划也获
得了利物浦市议会的批准；上轮德比
因伤只是担任替补的头号射手卡尔弗
特·卢因和后腰阿兰都有机会回到首
发，但后者要与近期状态出色的汤姆·
戴维斯竞争；中卫米纳还在养伤。

南安普敦上周末主场爆冷逼平
切尔西，止住联赛6连败，但是周中
的补赛他们做客0比3惨败给利兹
联，延续近期的低迷，头号射手丹尼·
英斯周中意外成为替补，边锋沃尔科
特和后卫彼得斯都还在养伤。

皇家马德里VS皇家社会
比赛时间：3月2日4:00
皇马上周末做客1比0小胜巴利

亚多利德，联赛4连胜后目前多赛1
场落后马竞3分；周中欧冠他们在缺
少9名一线球员的情况下，凭借多打
一人的优势客场1比0击败亚特兰
大，左后卫门迪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球队连续4场不失球；中卫瓦拉内完
成个人皇马生涯第350球，球队伤病
情况依旧严重，拉莫斯、本泽马、阿扎
尔等人本场估计全都得继续缺席。

皇家社会上轮联赛4球大胜阿
拉维斯，联赛取得3连胜，期间打入9
球且不失一球；周五凌晨欧罗巴他们
0比0战平曼联后不出意外被淘汰出
局，后卫伊鲁斯通多有可能赶得上本
场比赛前伤愈，后卫萨尔杜亚和中场
桑加利还在养伤。

竞彩重量级 皇马兵荒仍未结束

生 活 报 讯（记 者 周
琳）25日，记者从省住建厅
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下达
保障性安居工程2021年第
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的通知。明确将保障性安
居工程2021年第一批中央
预算内投资计划2969300
万元以投资补助方式切块
下达，用于支持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其中，黑龙
江省获得2021年第一批棚
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34000万元。

3.4亿元
改造我省棚户区
配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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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社/黑龙江省慈善总会/哈尔滨市城管局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2月28日0-15时，哈尔滨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哈尔滨市第六医院收治的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经专家组

综合评估，已达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规定的出院标准，治愈出院和解除医学观察。出院后将按规
定继续做好隔离管理、健康监测和随访、复诊。

目前，哈尔滨市在院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清零。

哈尔滨在院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清零！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
28日凌晨，哈尔滨市陆续降雪，数
万清雪作业人员上岗，参与本报联
合省慈善总会、哈尔滨市城管局发
起的“一杯热水行动 寒冬温暖环
卫工”活动的商家，也积极行动起
来，在室内备好热水、点心，等待环
卫工到室内休息。有的爱心企业，
端上热水，已经将温暖送达环卫工
手中。

28日上午，英大财险黑龙江
分公司将位于建北街63号的公
司一楼大厅布置了专门区域，可
容纳5-10名环卫工，为他们提供
热水服务。小酒喔268家连锁门

店负责人已经安排门店准备热
茶、点心，以此感谢环卫人的辛苦
付出。天下茶园茶楼的茶艺师
们，来到道里区上海街商圈，端着
热气腾腾的热饮，来到环卫工身
边，送去温暖。

如果您是临近哈尔滨各区主
要街路的商家，能够为冬日里室外
作业的环卫工人提供热饮、休息区
等相关免费服务，欢迎您奉献爱
心。想参与活动，可编辑短信内容

“商家姓名+地址+提供服务内
容 + 联 系 电 话 ”发 送 至
18704656128，活动海报将陆续
发放。

本报“一杯热水行动”商家献爱心

冰城清雪环卫工喝上热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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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挡茶香，
冬季来临，茶来袭。
沁园茶庄疫情期
间推出几款特惠
古树茶。
普洱生茶：
邦葳纯料古树茶、临
沧南迫古树茶、易武
正山老树茶饼、老班
章普洱茶、布朗山纯
料饼、乔木青饼、大
雪山生饼、千家寨古
树茶。
普洱熟茶：
班章金毫、南糯山七
子饼、宫廷贡饼、景
迈老树茶、07宫廷
散、勐海大叶散、糯
香小坨。

联系电话:
13204518939
广告勿扰

普洱茶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
者黄迎峰）新晋主播竟被直播间
常居刷礼物“榜一”的大哥诈骗5
万余元。2月23日，大庆市公安
局让胡路分局成功破获一起电信
诈骗案，将犯罪嫌疑人徐某抓获。

从2月初起，杨女士成为一名
新晋网络主播，在“聊聊”直播平
台上直播不长时间。一位常常在
她直播间“榜一”大哥，给她留下
了深刻印象。这名男子总给她刷
礼物，常常位居第一，一来二去两
人熟了。一天，男子让杨女士跟

着自己做理财，收益10%。杨女
士表示，自己没啥钱，对方就怂恿
她用“还呗”等支付。经不住高收
益的诱惑，杨女士先后投了6万多
元。为了让杨女士对投资深信不
疑，该平台还“返还”给她一万多
元。

当最终钱都被套牢时，杨女
士才如梦初醒，并报了警。接警
后，大庆市公安局让胡路分局迅
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初
步确定吉林双辽的徐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2月 23日，专案组在辽

宁省营口市将嫌疑人
徐某抓获。

经审讯，今年 40
岁的犯罪嫌疑人徐某，
供述了自己自2020年
7月以来通过网络平台
直播间刷礼物、私信聊
天等方式获取主播信任，
并以投资理财可以获取高额回
报名义骗钱。据他交代，包括
杨女士在内他共对5名女主播
实施了电信诈骗，非法获利了8万
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
迎峰）2月26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
区新林区公安局，有效地阻止了一起
网络电信诈骗。

2月26日，元宵节当晚10时许，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新林区公安
局新林镇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称
其微信号被盗，微信钱包里有 3000
元，绑定的银行卡余额有5万余元，
目前微信号登录不上，请求公安机
关帮助。接到求助警情后，新林镇
派出所迅速指派执勤民警向受害人
了解具体情况。

原来，正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小明
在家用奶奶手机玩网络游戏，看到游
戏界面弹出“免费赠送游戏皮肤”的对
话框，平时很爱玩这款网络游戏的小
明十分心动，便按照消息内容添加了

“客服”QQ号。“客服”要求提供游戏绑
定的微信号和密码，并告知48小时之
内不允许修改密码。在“客服”的指挥
下，小明一步步落入陷阱，先后将奶奶
手机内的微信号、密码及支付密码都
提供给了对方，当个人信息全部提供
后，“客服”消失了，小明这才意识到自
己被骗了。

民警立即通过微信账号申诉、手
机短信验证等方式试图重新登录微
信，可诈骗分子早已将骗取来的微信
号更改密码、解绑手机号，造成申诉失
败。随后，民警联系微信客服说明情
况继续申诉，此时微信号显示已被冻
结。

最终，民警利用微信人脸识别方
式成功找回已经丢失冻结的微信账
号，发现微信联系人已被骗子全部删
除，微信零钱及银行卡余额还没来得
及被盗取，及时挽回了辖区居民经济
财产损失。

生活报讯（记者薛宏莉）春雪是
黑龙江“限定款”旅游资源。在北国的
春风里，哈尔滨各大雪场迎来了滑雪
的最好时段——“春雪季”。滑雪爱好
者和冰城市民、游客在乘风驭雪的同
时，也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张图片、一段
段短视频，“解锁”哈尔滨春日里的冰
雪魅力。

每年二三月份，全国冰雪旅游都
已接近尾声，可哈尔滨因为气温低、雪
期长、雪质好的自然优势，依旧会吸引
很多滑雪爱好者。为了展现冰城魅
力，让更多人了解冰城，爱上冰城滑雪
时，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生
活报社联合发起“爱在冰城滑雪时”随
手拍短视频、图片大赛，面向游客和市
民征集随手拍图片、短视频作品。随

着滑春雪浪潮的开启，市民、游客们纷
纷用手机解锁了他们眼中的“冰雪欢
乐行”以及乘风驭雪的“速度与激情”。

游客陈女士在给本报发来随手拍
作品时这样写道：“亚布力不愧是滑雪
爱好者心目中的滑雪圣地。伴着和煦
的春风，在洁白的雪道上纵情驰骋、驭
风飞翔，那感觉，太惬意了，就像天地
间自由翱翔的小鸟儿……”

市民邱子健用一组照片记录了孩
子们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畅玩的
画面。“看，滑雪场上的他们，一个个是
不是酷劲十足！隔着防风镜，都能感
受到冰雪带给他们的欢乐。”

游客张先生用一张帽儿山滑雪场
洁白雪道和蓝天呼应的画面，解锁他
眼中的春日冰雪之美，给人纯美、宜人

之感。他还配文道：“临近三月，能看
到这样的画面，也就只有在黑龙江、在
哈尔滨了吧，这就是冰城人的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参赛作品中还有
这样“特殊一类”：由于种种原因，前段
时间，哈尔滨部分滑雪景区闭园，不想
辜负眼中的这份美景，景区的工作人
员也参与进来，发送随手拍下的作品，
要和大家一起“云赏”。伏尔加庄园里
白雪掩映的欧式建筑，玉泉国际狩猎
场里萌态可掬的小鹿……都在用“美
景入镜”的方式向大家发出“未来可
期”的邀约。

寻雪、逐雪、踏雪、玩雪……还等什
么，赶紧拿起手机，参加我们的活动吧！

“爱在冰城滑雪时”随手拍短视频、图片
大赛，因为有你更精彩！

直播“榜一”大哥套路深
先刷礼物后骗钱

“免费领游戏皮肤”微信号被盗 又是熊孩子惹的祸

““爱在冰城滑雪时爱在冰城滑雪时””随手拍短视频随手拍短视频、、图片大赛图片大赛

雪中行雪中行 展你我豪情展你我豪情
报名入口:

将参赛视频作品或图片
作 品 传 至 邮 箱 ：
1063114086@qq.com，邮件主
题栏上注明：“爱在冰城滑雪
时 姓名、联系电话 作品一句
话介绍”。

参赛须知：

1.视频及摄影作品内容
观点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

2.作品以哈尔滨文旅为
主题，可以是景区美景、美
食、建筑、人文等。

3.视频时长为 15 秒至 1
分钟内（含片头片尾），可在
片尾注明参赛者及团队成员
姓名等信息。

4.视频作品格式为mp4，
不得带任何平台水印。图片
作品文件原件须为 JPG 格
式。

5.申报作品须为作者的
原创作品，无版权争议。若
发现涉嫌抄袭或侵犯他人著
作权行为，由作者本人负责
并取消参赛资格。

6.本次活动不收报名费，
所有参赛作品均不退稿。本
次活动的解释权归主办方，
参加本次征集活动即视为同
意并遵守本次活动各项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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