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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开出3注千万头奖 奖池升至42 . 52亿元
9月20日，体彩大乐透第

17110期全国开出3注千万头
奖。其中，1注为1600万元追
加投注头奖，花落江苏；2注
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分别出自广东和甘肃。本期
开奖结束后，奖池升至42 . 52
亿元。

连号同尾号携手现身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
出号码10、14、20、21、35，后区
开出号码02、05。前区奖号集
中于1字头和2字头号码区域
(10、14、20、21)。“35”为3字头
号码争得一席，0字头全军覆
没。“21”为隔期开出的号码，

“10”为间隔两期再度开出的
号码。前区还开出一组连号
(20、21)和一组同尾号(10、

20)。
后区开出“02、05”的偶奇

组合。其中“05”复制上期奖
号，“02”则为间隔3期再次开
出的号码，两个号码均属于近
期热码。

江苏幸运儿擒获1600万

元头奖

当期全国共开出3注千万
头奖，2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1注为1600万元追加
投注头奖。

数据显示，江苏中出的
16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
南通，中奖彩票为一张“9+3”
组合复式票，该票不仅命中1
注1600万元追加头奖，还中得
追加二等奖2注、追加三等奖
20注和若干小奖，单票总奖金

达到1663万元。
甘肃中出的1000万元头

奖出自天水，中奖彩票是一
张10元5注单式票。广东中出
的1000万元头奖出自深圳，
中奖彩票为一张“11+2”组合
复式票，共中得一等奖1注、
三等奖30注、四等奖150注及
若 干 小 奖 ，单 票 中 奖 金 额
1013万元。可惜的是，这两位
头奖得主因未采用追加投
注，错失了600万元的追加奖
金。

奖池小幅回升至42 . 52亿

元

本期二等奖开出59
注，每注奖金为15 . 40万元；
其中21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9 . 24万元。追加

后 ，二 等 奖 单 个 总 奖 金 为
2 4 . 6 4 万 元 。三 等 奖 开 出
1 0 6 7注，每注奖金为 3 3 2 9
元；其中3 6 9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1997元。追
加后，三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5326元。
本期开奖后，大乐透奖池

金额小幅回升至42 . 52亿元。
本周六晚，体彩大乐透将迎来
第17111期开奖，喜爱大乐透
的朋友们，投注时莫忘追加。

意外惊喜 威海小伙因感冒斩获“手机在线”大奖10万元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
在手机已经成为生活中必
不可缺的用品，聊天、游
戏、购物等。山东体彩“手
机在线”业务应势而来，彩
民朋友实实在在体验到了
足不出户、随时随地购买
体育彩票的乐趣。最近，威
海的一位90后小伙因为感
冒，晚上头疼睡不着，玩体
彩“手机在线”，轻轻松松
就将“百宝箱”10万元奖金
收入囊中，顺带收获了不

少小奖，运气真是好的没
话说！

近日，大奖得主小乔
(化姓)来到了体彩中心办
理了领奖手续。据了解，别
看小乔岁数不大，却是一
位地道的体彩铁杆粉丝。
平时喜欢购买大乐透，几
乎期期不落，工作不忙的
时候就去店里投注高频

“11选5”。因为去投注站不
方便，小乔便注册了“手机
在线”，长期坚持投注。无

心插柳柳成荫，这次大奖
的突然降临让小乔意外惊
喜：“这些日子感冒了，身
体不舒服。那晚因为头疼
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就
点开了“手机在线”打发一
下时间，玩起了即开游戏。
当天的运气真的是好到
爆，从开始刮，就一直中
奖，当刮到这张时发现中
奖号码下边的奖金数有好
多0，仔细一数是10万元的
大奖，当时我还怀疑自己

看错了，揉了好几遍眼睛，
才确认竟然是真的！这下
更睡不着了！”

兑奖后，小乔表示用
体彩“手机在线”购彩真的
特别方便，很适合自己。这
次中了这么大的奖金，得
好好计划一下如何分配。
同时也表示以后自己会继
续支持体彩，也希望自己
能够再次被幸运女神抽
中，再来个大奖。

(张笑尘)

交交警警查查车车，，司司机机掏掏出出境境外外驾驾照照
结结果果，，这这名名外外国国人人被被视视为为无无证证驾驾驶驶，，将将面面临临行行政政处处罚罚

本报威海9月21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张大伟)

日前，一韩国籍男子持韩国驾
照驾车，被高速交警查获。该男
子的行为被视为无证驾驶，也
将面临行政处罚。民警提醒，持
境外驾照在我国境内驾车，须
先经国内交警备案、参加规定
科目考试换成我国驾证，才能
驾车上路，否则属于无证驾驶。

18日傍晚，在威青高速公
路的草庙子收费站外，高速交
警支队民警在对过往车辆进行
例行检查时，一辆白色轿车的
男性驾驶人一脸迷茫，并对副
驾驶座位的一名女子说了一通
外语。女子赶紧下来对民警进
行了自我介绍，称该男子是韩
国人，自己则是该韩国人的朋
友。于是民警要求女子代为翻

译，示意韩国籍男子出示驾驶
证。但该韩国籍男子却只有韩
国的驾驶证，并未取得我国驾
驶证。

事后，民警依法将车辆暂
扣，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据民警介绍，该韩国人的
行为被视为无证驾驶，依据我
国法律，他面临罚款1000元、行
政拘留15天的处罚。

持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境内
驾车的案件并不少，除了少数
外国人外，更多的是我国公民
在出国后取得境外驾驶证又回
国驾车。但国外驾驶执照取得
过程、驾驶习惯、路况与国内有
较大不同。我国明确规定，持有
境外驾驶证者在国内驾驶机动
车，须先办理临时机动车驾驶
许可或换领我国驾驶证。

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持境外机动车驾
驶证的人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需提交申请表、身体条件证明、
身份证明、所持境外机动车驾
驶证原件和复印件、国外驾驶
证中文翻译文本等资料，并按
照规定参加科目一考试，若要
申请C证以上还要参加科目三
考试。

喊来男友住家中

结果等同招来贼
本报威海9月21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郭晓辉)
59岁的女子何某出国打工，

便托住在她家的男友刁某帮
忙照顾孙子。结果，刁某却将
何某的轿车抵押、三轮车变
卖。目前，因涉嫌盗窃罪，刁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2016年9月，何某与刁某
相识。次年1月，何某出国打
工，家中的孙子需要照顾，考
虑到男友刁某一直在外租房，
她便和刁某商量让对方住在
自己家中，帮忙照顾孙子。

9月15日，在国外打工的
何某在与邻居聊天时，得知刁
某将她的轿车开走了。何某电
话联系刁某，对方却称“车被
借给朋友了”，第二天就送回。
之后，何某每天催问车子的下
落，直到9月18日，在无法联系
上刁某后，何某从国外返回。
回到家后，何某发现刁某已不
在其家中居住，她的三轮车也
不见了，于是报警。

接到报警后，桃园边防派
出所民警展开了调查，寻找刁
某的落脚点，后于9月20日联
系上了刁某。刁某称，和何某
恋爱后，与何某前夫以及其孙
子共同居住在何某家中。今年
6月，刁某父亲去世，他回家奔
丧，身上没钱就刷了何某的信
用卡并套现13000元。9月，刁
某没有生活费，就将何某的轿
车抵押了8000元钱，并将何某
的三轮车卖了1600元，用于还
信用卡。之后，信用卡上的钱
还完了，但是抵押轿车的钱还
不上了。

鉴于刁某的笔录与何某
所说有多处不符，民警对何某
进行了二次询问。面对民警的
询问，何某坦承信用卡是自己
去国外打工时，委托刁某帮忙
还贷款的，密码也是自己告诉
刁某的。但车钥匙是刁某从她
孙子的玩具盒中找到的。

目前，刁某因涉嫌盗窃
罪，被刑事拘留。

整治“老赖”
日前，经区法院针对小标的额案件和涉金融借款案件再次开展集中执行专项行动。结合以往被

执行人活动规律，执行干警于凌晨四点半按计划路线前往被执行人居住地，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搜
查、拘传、扣押财产等强制执行措施，仅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搜查3人，拘传1人，扣押车辆一台。其
中，拘传1名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偿还1 . 9万元欠款。

本报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曾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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