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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5月9日讯 (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郭晓辉)

“被分手”的打击下，8日深
夜，一26岁的女子独自喝酒后
在路边痛哭。路人报警后，民警
劝导，将她送至旅馆安排专人
照看。经过数小时冷静，女子最
终表示不再冲动，会好好生活。

8日22时许，荣成市桃园街

道东山南路附近，一路人发现
一年轻女子晃晃悠悠走在路
上，疑似遭遇不测，便报了警。

桃园边防派出所民警外出
寻找，行至上谭家村一超市附
近时，民警发现一女子正坐在
马路牙子上痛哭，身边围着四
五名男青年。

现场的男青年介绍，女子

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已有多
时，谁劝都不管用。民警劝导女
子，她仍大哭不止。已是深夜，
温度较低，民警见女子衣着单
薄，便到附近旅馆借来一条浴
巾为她披上。

痛哭流涕一个多小时的，
女子的声音已经嘶哑，民警守
在旁边。为安全着想，民警到附

近旅馆找来两名女服务员，将
女子接到旅馆休息，并要求旅
馆负责人安排两名女服务员贴
身照顾，防止发生意外。

9日凌晨，旅馆服务员联系
民警，称女子要求离开。民警驱
车来到旅馆，此时女子的情绪
已平静了下来。

经了解，名女子姓曾，四川

人，来荣成务工多年。事发当
晚，曾女士和男友到桃园街道
某酒店吃饭，不料饭后男友竟
提出分手。突如其来的打击，让
曾女士接受不了，独自一人喝
了很多酒，甚至还想轻生。所
幸，热心路人及时报警，民警也
及时给予了心理疏导，才让曾
女生释然。

女女子子失失恋恋深深夜夜独独醉醉路路边边痛痛哭哭
路人、警方和附近旅馆联手送暖，女子没出意外

5 月 8 日，体彩大乐透
17052期又爆出4注头奖，其中
有3注是追加投注命中，在5亿
元大派奖背景下，基本头奖单
注奖金高达1081万多元，而追
加头奖单注奖金更是高达
1730万多元。目前，体彩大乐
透奖池仍高达36 . 31亿元。

前后区最冷号亮相
体彩大乐透17052期前区

开奖号码为“03、19、24、28、
33”，后区开奖号码为“04、
12”。前区号码相对比较分散，
“0、1、2、3”字头的号码都有亮
相，“2”字头号码开出2个稍稍
占据了优势；其中“03”是前区
最冷的号码，此番是间隔了29
期才破土而出，“24”也是间隔
21期才开出的冷号，其余3个
号码则间隔期数都不高于4
期。后区“04、12”是一大一小

全偶数组合，其中“04”是后区
最冷的号码，这次是间隔了多
达26期之后才开出，而“12”则
是仅间隔4期再度开出。

四注头奖均为复式
当期全国中出4注一等

奖，基本投注奖金1081万多元
(含派奖奖金258万多元)，其
中有3注是追加投注命中，单
注总奖金高达1730万多元(含
派奖奖金413万多元)。

数据显示，广东追加头奖
出自深圳市，中奖彩票是一张

“前区3胆8拖+后区2拖”的胆
拖复式追加投注票，投注额84
元，单票总奖金1734万多元；
黑龙江追加头奖落在大庆市，
中奖彩票是一张“7+2”复式
追加投注票，投注额63元，单
票总奖金1733万多元；浙江追
加头奖落在台州市，中奖彩票

是一张“6+3”复式追加投注
票，投注额54元，单票总奖金
1758万多元。江西的基本头奖
出自南昌市，中奖彩票是一张

“8+4”复式投注票，投注额
672元，单票总奖金1118万多
元。

固定奖送出派奖奖金超
2000万

同期二等奖中出93注，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8 . 1万元，其
中55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
多得奖金4 . 8万元，追加投注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1 2 . 9万
元。三等奖共计中出1679注，
基本投注单注奖金1829元，其
中821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
注多得奖金1097元，追加投注
三等奖单注总奖金2926元。

体彩大乐透5亿元大派
奖，在头奖加料的同时，四/五

/六等奖3个固定奖的追加投
注也有派奖，第17052期3个固
定奖的追加投注中奖总注数
超过了400万注，送出派奖奖
金2234万多元。

奖池金仍超过36亿
在17052期开奖过后，体

彩大乐透奖池只是稍微下调，
目前仍有36 . 31亿元滚存。据
统计，体彩大乐透5亿元大派
奖活动启动以来，截至17052
期，一等奖派奖奖金已送出
9000万元，固定奖派奖奖金已
送出1 . 7亿元。本周三晚，体
彩大乐透将迎来第17053期开
奖，届时一等奖仍将有1000万
元的派奖奖金，另外还有接近
1 . 3亿元的固定奖派奖奖金
等着大家。不过要提醒广大彩
友的是，可别忘了要追加投注
哦。 (王伟)

体体彩彩大大乐乐透透派派奖奖好好戏戏连连台台 又又有有44注注千千万万头头奖奖出出炉炉

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票
即刮即中、品种丰富，一直深
受广大彩民喜爱，马上又有两
款新游戏亮相山东，一款是面
值10元外观讨喜的“有礼了”，
另一款是面值5元翻倍刺激的
“好运123”，为彩民提供更

多选择。
有礼了 中小奖极为丰

厚

顶呱刮“有礼了”游戏主
形象亲切可爱，富有亲和力，
讨喜的票面不仅代表着对购
彩者的尊敬与祝福，也暗示游
戏中藏着大礼。该票面值10
元，最高奖金1万元，每张彩票
有12次中奖机会，值得一提的
是该玩法中小奖极为丰厚，让
您轻松与幸运相遇。玩法简单
又有趣：刮开覆盖膜，如果出

现一个或一个以上“行礼”标
志，即中得奖金对照表中所对
应的金额。中奖奖金不可兼中
兼得。

好运123 奖金翻翻翻
同步推出的还有“好运

123”，票面赏心悦目，运用烟
花和礼盒图案，凸显了对好运
的期盼及好运到来时的惊喜，
整体氛围十分愉悦。该票面值

5元，最高奖金高达15万元，每
张彩票有10次中奖机会。“好
运123”玩法简单有新意，翻倍
更刺激，具体游戏规则：刮开
覆盖膜，如果出现“1”标志，即
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
如果出现“2”标志，即中得该
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如
果出现“3”标志，即中得该标
志下方所示金额的3倍。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
顶呱刮两款新票联袂登

场，超多中奖机会的新购彩体
验，有趣的玩法，惊喜送不停，
等您来尝鲜。喜欢“顶呱刮”的
彩民朋友们赶紧做好刮票准
备，来体彩投注站体验顶呱刮

“有礼了”和“好运123”带来的
超值大礼吧！

(体文)

顶顶呱呱刮刮新新票票““有有礼礼了了””““好好运运112233””火火热热来来袭袭

感感情情受受挫挫，，小小伙伙欲欲跳跳楼楼轻轻生生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5日

本报威海5月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王明阳)
26岁的男子贾某感情受挫、

工作不顺，爬上31层楼顶，几
次想跳下。边防、消防及朋友
联合施救，将其救下。因扰乱
公共场所秩序，贾某被行政拘
留5日。

7日8时许，经区某小区31
层楼顶，一男子在楼沿边不断
走动，情绪激动，大吼大叫“要
自杀”，数次差点纵身跳下。保
安报警，沟北边防派出所民警、
消防官兵先后赶到，铺好气垫。

民警喊话劝说，男子无
动于衷，不让靠近，情绪越来
越激动，“如果强行救援，很
容易刺激男子。”民警找来男
子的两名工友劝说，但没有
明显效果。

救援人员调整方案，找
男子的母亲喊话，打算先将

其引离楼顶边沿，由隐藏在
31楼楼梯内侧的民警冲出，
将其救下。

11时05分，男子的母亲
与他通电话，但他根本听不
进母亲的话。苦口婆心的劝
说不奏效，母亲以死相逼，促
使男子走下楼沿，但他很激
动。民警安排男子的朋友前
去送水，分散其注意力，待男
子进入楼顶平房，隐藏在楼
梯内的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
制住。11时30分，历时3个多
小时，男子被救下。

经询问，男子贾某今年
26岁，近日与相恋多年的女
友分手，受此影响，最近工作
懈怠，被领导批评了几句，感
情、事业都不顺，他产生了轻
生念头。

7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
序，贾某被行政拘留5日。

本报5月9日讯 (通讯员
王超 栾维维) 日前，威海供
电公司营销部完成恒大集团业
扩工程临时用电送电，为市级
重点项目恒大集团商住综合区
示范工程的顺利建设提供充足
电力保障。

为确保项目施工用电的顺
利完成，威海供电公司全力服
务，倾力推出重大项目“无窗

口”服务，实行“双向对接”工作
方法，全面提高报装速度和服
务水平。公司采取主动服务的
方式，在工程开工之前，实时跟
进，加强与地方政府重点项目
管理部门进行联系和对接，与
施工单位一起研究项目的施工
计划和用电需求，超前研究工
程建设项目在供电服务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并按照实际情况

“实时”调整供电服务保质量、
保进度“双保”方案。同时，优化
服务流程，加强生产、调度、基
建和物资等部门协同，倒排各
项服务环节工期，明确各部门
的响应时限及标准，实施服务
预警和通报，实现部门对接“无
缝隙”。截至目前，公司已受理
2 7项市重点项目，报装容量
63195千伏安。

威威海海供供电电对对接接重重点点项项目目

本报5月9日讯(通讯员 马
岩) 为确保电费电价执行到
位，防止高价低用违约用电行
为，日前，威海供电公司营销部
组织用电检查人员对居民用电
量“超档”客户开展专项检查。

专项检查主要分两部分，
一是根据各管辖单位反馈的超

档原因，在营销MIS系统中进
行人工筛查分析，把营销系统
与反馈的信息两者进行比对，
分析明确客户“超档”原因；二
是对电取暖客户在当年12月至
次年3月之外的时间用电量突
增、居民客户在夏冬季节之外
的时间用电量突增，以及普通

居民客户月用电量大于500千
瓦时以上、且用电基本平稳等
三类客户，组织人员逐一进行
现场核实。

截至目前，专项检查已发
现查处2起有问题的客户，全部
进行了整改，并对责任单位进
行了警示。

威威海海供供电电检检查查用用电电量量““超超档档””客客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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