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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南京购彩者中得
体彩大乐透 1 亿元的大奖，这个
新闻一下成为人们热聊的话题。
在大乐透的新政之下，江苏的购
彩者频频斩获百万大奖。作为江
苏体彩双子星之一的体彩 7 位
数，也不落下风，在 15 天里就中
出9个500万级的特等奖。

截至目前，2019年体彩7位
数共中出 17 个 500 万级的特等
奖，其中6月份就中出了9个，可
以说超一半的7位数特等奖都出
在了6月份。这9注7位数特等奖
分落无锡、淮安、镇江和南通四
个地方，其中来自镇江的购彩者
成为最大幸运儿，共中得5注。

6 月 4 日，7 位数 19085 期

开奖，当期无锡购彩者幸运中得
一注特等奖，7 位数“疯狂的六
月”也由此拉开了序幕。仅仅过
了三天，时间来到了 6 月 7 日，7
位数第19087期的开奖日，随着
号球的转动，当期开奖号码为
9361213。当期共中出 6 注特等
奖，一注花落淮安，另外 5 注则
被镇江购彩者收入囊中。6 月 16
日和 18 日，南通购彩者又斩获
两注7位数特等奖。

体彩 7 位数，在江苏体彩的
各类玩法中历史最为悠久。7 位
数以玩法简单著称，很多玩家都
喜欢用电话号码、生日、结婚纪
念日编号作为 7 位数的投注号
码。而在江苏体彩的大奖榜单当

中，体彩 7 位数也有着一席之
地。截至目前，体彩 7 位数中出
的最大奖是 6500 万元，这是南
京购彩者在 2013 年 10 月 29 日
第13169期中得的。

老丁是 7 位数第 19087 期
的中奖者，当期他中了 5 注 7 位
数特等奖，总奖金2500万元。老
丁出示的中奖彩票是一张 5 注
号码的单式票，倍投 5 倍，投注
金额为 50 元。其中第 3 注号码
命中19087期特等奖，单注奖金
500 万元，倍投后总奖金 2500
万元。老丁介绍说，他购买 7 位
数有好几年了。说起此次中奖，
老丁表示是女儿和外孙女给他
带来的好运气。原来，6月7日那

天是端午节，老丁跟女儿约好了
去看望小外孙女，一家人有段时
间没见了，正好聚一聚。当天傍
晚，在去女儿家的路上，老丁看
到了这家体彩网点，想着晚上有
7 位数开奖，老丁就走进网点随
机买了5注7位数。老丁表示，他
平时购买 7 位数很少会进行倍
投，当天因为是过节，马上又要
见到可爱的外孙女，老丁心情特
别好，一时兴起就倍投了 5 倍。
当看到“9361213”这注号码和
自己买的其中 1 注完全对上时，
他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6月19日，张先生独自现身
江苏体彩兑奖大厅。作为 7 位数
的忠实玩家，他的彩龄长达 20

年。仔细查看张先生本次带来的
中奖票，是一张 8 元的单式票，6
月 16 日 16 点 56 分 购 于 南 通
3206006318 体彩网点。票面共
有4注号码，其中第三注号码“3、
5、2、9、3、7、3”精准命中当晚开
奖的 7 位数第 19092 期中奖号
码，中得特等奖1注，奖金500万
元。当张先生查询到该期开奖号
码时，下意识地感觉很熟悉，于
是找出彩票进行核对，果然这个
大奖得主就是自己。谈及号码的
由来，张先生表示，他喜欢用彩
票记录身边的数字。这四注号码
都是他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些片
段，然后进行守号。其中，有一注
号码已经守了11年。 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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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7日在
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要对中国加征额
外关税的提问时说，这吓唬不了中国人民。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2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过去几天美
中就经贸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可能会在 G20
峰会期间达成协议，如达不成协议，他会对中国
加征额外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中美经贸摩擦，但同时也会坚定捍卫自己的正
当合法权益。“美方威胁要对中方加征额外的关
税，这吓唬不了中国人民。中国人不信邪、不怕
压，从来不吃这一套。”

“我再次奉劝美方，打贸易战、加征关税损
人害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希望美方认真听
一听这几天美国国内不同团体和广大民众对贸
易战和加征关税的反对声音，在 G20 大阪峰会
期间也认真听一听国际社会对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和霸凌行径的抵制声音。”耿爽说。

外交部回应美方威胁要加征额外关税：

吓唬不了中国人民

新华社莫斯科电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 27
日报道，俄罗斯一架安－24 客机当日清晨在位
于俄东部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一机场紧急迫

俄罗斯一架客机紧急迫降

致两名飞行员遇难国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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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事故造成两名飞行员遇难，7人受伤。
报道援引布里亚特共和国行政长官新闻秘

书亚历山大·费舍夫的话报道说，当日清晨，这
架安－24 客机从布里亚特共和国北部下安加
尔斯克市飞往该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起飞不
久后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停机，飞行员决定紧急
返回下安加尔斯克机场。飞机在迫降过程中冲
出跑道约 100 米，与机场的一辆清扫设备相撞
并引发大火。

报道说，事故造成两名飞行员遇难，但飞机
上其他42人的生命得以挽救，仅有7人受伤。

目前，布里亚特共和国救援部门正在机场开
展紧急救援工作，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东西伯
利亚地区侦查局已对此事故进行立案调查。

英国和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由于宫颈癌
疫苗预防有效，一些高收入国家宫颈癌病例显
著减少。他们预言，如果扩大疫苗接种范围，甚
至有望消除这种癌症。

研究人员整合分析14个西方国家2007年
至 2015 年多项相关研究所获数据得出上述结
论。研究涉及 6000 万人。他们发现，在 2007
年至2015年使用宫颈癌疫苗的这14个西方国
家，感染人乳头瘤病毒 16 型和 18 型的 13 岁至
19 岁女孩减少 83％，20 岁至 24 岁女性减少
66％。宫颈癌主要由人乳头瘤病毒引起，其中
人乳头瘤病毒16型和18型关联大约70％的宫

疫苗有效

宫颈癌绝迹或有望

颈癌和癌前病变病例。
研究项目牵头人、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传染

性疾病健康经济学专家马克·布里松说：“我们
预测今后10年内宫颈癌会大幅减少。”研究人
员甚至认为，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疫苗接种充
分，“有可能消除宫颈癌”。 新华社微特稿

服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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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 27 日从江苏省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获悉，近期该机构所做
的一项比较试验显示，PVC材质保鲜膜接触
油脂性食物后，易产生塑化剂等有害物质。

此次比较试验收集了 30 批次保鲜膜样
品，按不同材质分为聚乙烯（PE）材质 23 批
次，聚氯乙烯（PVC）材质 6 批次，聚偏二氯
乙烯（PVDC）材质 1 批次。在进行油脂模拟
物试验时发现，6 批次 PVC 材质的保鲜膜总
迁移量检测结果为 15－38 毫克／平方分
米，说明此类样品接触了带油脂类食品后会
析出较多化学物质。

江苏省消保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对于
PE和PVDC材质保鲜膜，PVC材质保鲜膜自
粘性较强、价格便宜，而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
保鲜膜材质。在购买含油脂的非预包装食品
时，建议消费者应尽可能自带包装器皿。由
于部分熟食店、超市会选用PVC材质保鲜膜
对含油脂的熟食食品进行包装，建议消费者
及时取出，切勿带保鲜膜进行加热。

PVC材质保鲜膜接触油脂性食物后

易生塑化剂等有害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