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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鱼彩票

打击私彩,支持公彩!本版分析纯属个人观点，不代
表本报立场。本报提醒彩民：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笑面人生

本期首奖应以04689为入围基数，主攻39，28为配数。
定位：6×8× 1××0 0×2× 1×7× ×92× 7××5

1×2× ×86×
三数组合：048 034 239 578 029 359 246 068
前 四 码 组 合 ：6084 1430 0329 1875 3920 7395

1624 8860；参考码：6084129

03有数稳坐0
彩票魔方

本期排列五考虑14有数上奖或开一组双重或对数，对数注意05，
49。双重则应考虑11、55。

定位：7××5 0××2 ××79 05×× 7××9 ×21× ××73
三数组合：357 124 579 145 069 128 379 045
前四位参考码：7355 × 0142 × 2579 × 0514 × 7069 ×

4218× 1973× 8504×；排列五：73551 01426

45有数稳坐4

五彩缤纷

本期七星彩入围基数13469，本期1369有码，3679有两数，
两数铁合17，三数铁合47。

定位：5××6 ×34× ××60 ×38× 35×× 4×1×
3××9 7××0

三数组合：056 349 067 238 569 168 359 034
前四位参考码：5066 1349 7760 4382 3569 4618 3599

7430；参考码：5066149 1349325

首位考虑3 4 7
码到成功

根据近期七星彩头奖落数情况分析：头奖以双头单尾组合为主攻，
中肚两数主攻合79。头奖两数的差分1点2点，。

定位：4××3 ××78 ×36× 60×× ××14 ××43 ××85
×89×

三数组合：346 178 036 078 146 034 458 389
前四码组合：4633××× 2178××× 4360××× 6078×××

6614××× 2043××× 1485××× 2893×××

中间两数合7 9
大乐透分析

体彩大乐透第2020119期开出奖号：
14 22 24 28 32+07 08。

前区奇偶分析：最近10期奖号奇偶
比为20：30，最近5期偶数号码出现14
个，偶数号码上期走热，本期看好偶数号
码再次热出，预计出现3个偶数号码。

前区重号分析：最近10期有2奖号包
含了重号，重号共开出4个，上期没有出
现重号，防重号回补，参考重号：14、22。

后区分析：上期奖号为一奇一偶组
合，本期看好奇数号码大热，关注全奇组
合，两码关注：01 07。

前区胆码参考：10 14
小复式9+3参考：04 09 10 11 13

14 15 22 25 + 01 07 12

后区关注01 07

体彩全国联销游戏单周筹公益金8.54亿
共开出27注500万元及以上大奖，其中大乐透26注七星彩1注

11月16日至11月22日，体彩全国联销
游戏（大乐透、七星彩、排列3、排列5、传统足
彩、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通过32.59亿元
的销量，筹集了8.54亿元公益金。当周销量
比去年同期下降 1.97 亿元，同比下降
5.70%。当周共开出27注500万元及以上大
奖，其中大乐透26注、七星彩1注。

当周大乐透通过8.61亿元的销量，筹集
了3.10亿元公益金。当周销量比去年同期
减少6478万元，同比减少6.99%。

当周大乐透共开出一等奖26注，分别于
第20117期中出6注、第20116期中出7注、
第20115期中出13注。26注一等奖中，6注
为1000万元及以上大奖。

当周竞猜型游戏通过21.26 亿元的销
量，筹集了4.48亿元公益金。当周销量比去
年同期减少1.64亿元，同比下降7.17%。当
周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竞彩）销售19.53
亿元，筹集公益金4.10亿元，其中竞彩足球
销售19.26亿元，竞彩篮球销售2717万元。

当周，七星彩通过6301万元的销量，筹集
了2331万元公益金。当周七星彩一等奖开出
1注，单注奖金为500万元，出自第20117期，
落户湖南。当周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391万
元，同比增长61.17%。奖池在第20117期开
奖后滚存至7984万元。截至第20117期开
奖结束，七星彩在2020年已开出71注一等
奖，包括56注500万元大奖，其中七星彩变更
规则后开出14注500万元大奖。

当周排列3通过1.25亿元的销量，筹集

了4270万元公益金。当周销量比去年同期
增加311万元，同比增长2.53%。当周共有2
期返奖率超过52%，其中11月16日开奖的
第20267期返奖率超过125.96%。

当周排列5通过8270万元的销量，筹集
了3059万元公益金。当周销量比去年同期
增加462万元，同比增长5.92%。当周开出
320注10万元大奖。截至第20273期开奖
结束，排列5在2020年已开出14950注10
万元大奖。 彩彩

本报讯 11月24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全省市场监管禁塑工作暨培训会上通报
海南鑫汇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澄迈县纯塑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海南创佳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海口龙华盛华贸易经销部，生产销
售伪造“中国环境标志”的一次性塑料制品
的违法情况，海南鑫汇诺包装有限公司被拟
作出100万元处罚，其余3家企业被立案调查
处理。

近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开展一次性
塑料制品检查中，在海南椰海粮油市场发现
有商户使用的“降解环保”塑料袋，系海南鑫
汇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并标有“淀粉
生物基”字样。相关执法人员观察发现，从
塑料袋质感初步判断，这些塑料应属于普通
塑料制品，达不到降解标准。

10月10日，执法人员对海南鑫汇诺包装
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场地进行检查，发现该公
司生产销售的3款一次性塑料袋的袋身均标
有“中国环境标志”字样和图标，另有1款塑
料袋标有“全降解塑料袋，降解率100%”字
样。在现场，执法人员查封问题塑料袋共计
7600个。

后经查明，该公司在生产销售一次性塑
料制品过程中，未获得《中国环境标志产品
认证书》，也未取得中环联合认证中心的认
证和备案，擅自将标注有“中国环境标志”字

样和图标标注在自己生产的一次性塑料制
品上；且实际生产用的原料成分为“线型低
密度聚乙烯树脂”，属不可降解材料，但却在
其塑料产品上标注“淀粉生物基环保袋”，存
在严重的虚假宣传和虚假误导行为。

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我省出台《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全省即将开展禁塑
工作之际，海南鑫汇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假
冒环保认证标志，伪造可降解环保塑料制品
的行为恶劣，情节严重，目前，该局拟对该公
司作出100万元的顶格处罚。

11月3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
依法对位于澄迈县瑞溪镇上琼村的澄迈县
纯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执法人
员在车间内发现，现场已加工印制的一次性
塑料袋有6种规格，但袋子上均印有“纯塑环
保购物袋”“中国环境标志”等字样，以及产
品执行标准。

经执法人员现场清点，6种规格的塑料
袋共计322960个，经了解，每种规格的塑料
袋售价在1元/扎-2.4元/扎不等。对现场发
现的塑料成品，该公司相关负责人现场无法
提供《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书》。因涉嫌
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澄迈县纯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予以立案
调查处理。 记者 李波

本报讯 两男子醉酒后，跑进他人祖
坟地，打砸墓碑。2019年7月，澄迈法院依
法一审审理该案，被告人陈某犯故意毁坏
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被告人苏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2017年4月13日中午，陈某和苏某酒
后回家途经澄迈县老城镇某村曾氏祖坟
时，二人借着酒劲便进入坟地，捡起石头砸
向曾氏祖坟的墓碑。

家住附近的林某上前劝阻，陈某、苏某
二人不听。陈某甚至回家拿了一把铁锤回
坟地，继续和苏某打砸墓碑和地界碑。
2017年5月19日经澄迈县价格认证中心对

被毁坏的墓碑及地界碑进行价格认定，认
定价值为9186元。2018年5月29日，由老
城镇司法所调解，达成调解协议，陈某、苏
某一次性赔偿海南曾氏宗亲5000元，海南
曾氏宗亲的代表曾某等人表示不再追究陈
某、苏某的民事赔偿责任，尊重司法机关对
陈某、苏某刑事责任的处理。2018年9月
29日，被告人苏某主动到澄迈县公安局白
莲派出所投案自首。

澄迈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苏某故意
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
故意毁坏财物罪。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记者 吴佳穗

生产销售伪造“中国环境标志”的一次性塑料制品

一公司拟被顶格处罚100万元
另有三家公司被立案调查 两男子酒后砸他人墓碑获缓刑

本报讯 日前，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监
委对利国镇红五村第九村民小组组长李朝
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朝轩违反廉洁纪律，伙同他人
侵占村小组集体土地承包金，非法占用村
小组集体土地。违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
行职责，对村小组应收的土地承包金不予
收取；致使村民小组副组长李庭泽侵占村
小组集体土地承包金；不经村小组村民会

议讨论决定，擅自发包村小组集体土地，设
立并使用“小金库”，违规开支土地承包
金。其行为损害了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依据有关规定，经该县纪委常委会会
议研究，决定给予李朝轩开除党籍处分，并
由利国镇政府责令李朝轩辞去红五村第九
村民小组小组长职务。

记者 李波

乐东利国镇红五村第九村民小组组长

李朝轩涉严重违纪违法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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