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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与全民健身同行
喜迎第六个“全民健身日”

今天是我国第六个“全民健
身日”，对于江苏人来说，这个日
子意义非常，南京青奥会开幕在
即，十八届省运会将于9月举行，
参与全民健身，发展群众体育，
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作为全
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量，体育彩票也以多种形式的公
益活动迎接这一节日的到来。

除了通过形式多样的公益
活动推广全民健身理念，作为国
家公益彩票，体彩公益金为“全
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可靠
的资金保障，全民健身设施建
设、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国民体

质监测等诸多方面都离不开体
彩公益金的支持。

以江苏为例，《关于2013年
江苏省体育彩票公益金收支情
况的公告》显示，2013年，江苏
共有 12.6亿元体彩公益金用于
全民健身体育公共服务，从场馆
建设到业务教练员培训，从支持
群众健身活动到添置群众健身
器材，公益体彩一路与全民健身
同行。 苏缇

4.97亿元巨奖之后，大乐透又爆千万大奖
4.97亿元巨奖给全国彩民带

来的惊喜还没有散去，热议还在持
续发酵，超级大乐透又在周三晚迎
来了第14091期开奖，当期开奖依
然没有让大家失望，全国中出1注
1000万元头奖。

大乐透再爆1000万大奖

8月6日晚，第14091超级大乐
透 开 出“10、16、18、29、32+02、
07”，当期7个号码没有一个是重复
上期开出的号码。尽管当期冷号较
多，却没有阻挡头奖开出的步伐。
来自湖北的一位幸运彩民收获
1000万头奖。稍让人感到遗憾的
是，这位大奖得主没有采用追加投
注，错失高达600万元的追加奖金。
此外，当期超级大乐透还开出

二等奖42注，每注奖金为18.8万余
元，其中有8注是追加中奖，每注多
拿到11.3万余元的奖金，追加二等
奖的总奖金超过30万元。

6注亿元巨奖4注出自追加

目前，大乐透已开出6个亿元
巨奖，分别为山东淄博4.97亿、苏
州昆山2.56亿、湖北武汉2.48亿、广
东中山1.83亿、重庆1.77亿和安徽
蚌埠1.02亿。我们不难发现，除了
经典必备技巧———倍投外，有4位
巨奖得主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追加
投注。刚刚中出的大乐透4.97亿元
巨奖得主仅追加投注，就多中了
1.8亿元的奖金！

除外，大乐透2.48亿、1.77亿、
1.02亿巨奖得主均是追加投注的

“受益者”。可见，追加投注成为当下
擒获超值头奖的不二之选，当然，想
要提高中奖概率，也可选择复式投
注，为巨奖的成功捕获增加筹码。

奖池稳居4.66亿元高位

最近几日，超级大乐透成为全
国彩民关注的焦点，虽然中出高达
4.97亿元的巨奖需要惊天鸿运，需
要有极高的投注技巧，但是超级大
乐透千万大奖已经成为常态，在当
期开奖之后，超级大乐透奖池就再
次攀升至4.66亿元，足以保证开出
多注千万大奖甚至亿元大奖。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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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 7日公布了日本战犯柏叶
勇一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柏叶勇一 1954年 7~8月
笔供，他 1890年出生，日本广岛县
人。1932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
战争，曾任海伦宪兵分遣队长、伪
满洲国抚顺市警察局局长等职。

战犯柏叶勇一自供：
将众多中国工人扔进铁矿炉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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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刘维等上诉案终审维持死刑判决
个别罪名及其量刑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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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7日上午在咸宁
市对刘汉、刘维等五上诉案依法公开
宣判，维持一审对刘汉、刘维的死刑
判决。此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
人刘汉、刘维伙同他人网罗上诉人唐
先兵等，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该
犯罪组织依法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
组织。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刘汉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

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13项罪名；上
诉人刘维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12
项罪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定罪及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
合法，量刑适当，其上诉理由不能成
立，予以驳回，维持原判。唐先兵、田
先伟、张东华等14名上诉人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分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二审本

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格依法的原
则，并根据二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对刘
汉等人的部分次要犯罪事实、个别罪
名及其量刑进行依法改判。
上诉人刘汉为偿还境外赌债的兑

换外币行为，因不具有盈利目的，不属
于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刘汉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由有
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千万元改为
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一千万元。上
诉单位汉龙集团已经归还和有足额担

保的贷款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核减，原
审量刑偏重，予以改判，对汉龙集团所
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罚
金由三亿元改为一亿元。对上诉人刘
小平、旷晓燕的部分犯罪事实、个别罪
名及其量刑进行依法改判。鉴于上诉
人缪军、李波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二
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适当从轻量刑
建议，分别决定将有期徒刑二十年改
为十九年、十五年改为十三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

表示，虽然部分次要犯罪事实、个别罪
名及其量刑发生变化，但并不影响死刑
的适用，因刘汉、刘维所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罪
行极其严重，数罪并罚，维持一审对刘
汉、刘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
同时，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了一审对唐先
兵、张东华、田先伟的死刑判决。

死刑判决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
复核。

铁证如山 不容抵赖

柏叶勇一

笔供原文

21人团伙谋杀工友骗赔，5人被判死刑
其他 16名成员也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

河北邯郸，矿山富集地区，聚集着
大量的矿工。来自四川省通江县的张
伟兰（女）等人多年在河北邯郸西部矿
山做工，对矿业的生产、管理及运行规
则等情况较为熟悉，是当地有名的四
川籍工头。法院审理查明，她们为了来
钱快，组织亲属及老乡，精心策划、分
工，重点寻找老家无钱娶妻、心智不高
的男青年，通过利诱、色诱等方式骗至
邯郸西部矿山一起打工，从招黑工、冒

名顶替、矿井踩点，到杀害、索赔，每个
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2011年7月份，四川省宁南县联
合村姜发品经人介绍，到河北省武安
市云驾岭村找张伟兰联系打工矿点。
张伟兰与四川籍矿工闫仕勇、秦秀琼
夫妇商量将姜发品杀害于矿井下，尔
后谎报事故，后冒充死者家属向矿方
骗取死亡赔偿金。随后，张伟兰还指
使老乡王朝松联系作案矿点。

同年10月25日，张伟兰等人安排
姜发品以“闫仕勇”的身份到武安市
胜利铁矿打工。次日上午，早已与张
伟兰预谋好的赵俊等人将其杀死。谎
报是塌方事故所致，后向矿方骗取赔
偿金人民币61.3万元。

据了解，这个分工明确的杀人诈
钱团伙很多是亲戚关系。在杀害了姜
发品后，这个团伙如法炮制，又制造
了3起杀人案。

改变作案目标的身份，以便为随
后顺理成章以家属名义索赔奠定基
础，这项工作主要由团伙中的头目张
伟兰来实施。这是“杀人骗赔”中十分
重要的一环。矿工被杀害后，这伙人
以死者家属名义骗赔成功。
当地警方事后调查发现，犯罪团伙

对矿井的选择也有讲究。因为规范的大
矿对员工身份的审核通常很严，不容易
蒙混过关，她们一般选择管理比较松散
的小矿山作为作案地点，这里总体上操

作不规范，对矿工身份管理上存在漏
洞，一般入职只留个身份证复印件，出
事后通常想花钱消灾。当然，并非所有
的小矿山都管理疏松。受害人李子华被
杀后，张伟兰等人以死者亲属名义向矿
方提出索赔金额100万元。矿方发现事
有蹊跷，最终选择报警。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如下：张伟兰等5人犯故意杀人罪，均
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闫
登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华
涛等3人犯故意杀人罪，均被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朝松
等人犯故意杀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15年、13年、11年和10年，并剥夺
政治权利；王正富犯故意杀人罪和诈
骗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张国全等
6人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5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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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名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务工人员，在河北邯郸西部矿山组成一个团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杀害4人，诈钱180
万元。7日上午，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判决，5名主要成员犯故意杀人罪均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其他16名成员也被判处相应刑罚。

钻了小矿山对身份管理上的漏洞

令人发指的罪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