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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五一小长假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时间为4月29日至5月1日，加班可获2至3倍工资
晚报综合消息 据国务院客户
端消息， 今年五一放假安排如下：4
月29日至5月1日放假调休，共3天。4
月28日（星期六）上班。
高速公路免费三天，具体为4月
29日0点至5月1日24点，7座以下（含
7座）载客车辆可免费通高速公路。
上班的同志注意了， 根据规定
加班工资计算方式如下： 休息日安
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
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
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
百的工资报酬。
国务院客户端还提醒， 遇到消
费价格问题，可拨打12358举报。 各
级价格主管部门将安排专人值守，
及时处置各类价格举报问题， 维护
宗和
消费者合法权益。

人社部签发
首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从首
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获
悉，人社部22日在福州签发首张全
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标志着社保
卡线上线下全面打通，一个社保卡
多元化服务生态圈正在形成。
新上线的电子社保卡作为社
保卡线上应用的有效电子凭证，
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 并实现
全国通用，具有身份凭证、信息记
录、自助查询、医保结算、缴费及
待遇领取、金融支付等功能。
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 全国
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1.2亿人，普

“潜龙三号”“曝光”深海生物和塑料垃圾
据新华社“大洋一号”电 我国
最先进的自主潜水器“潜龙三号”近
日成功首潜， 并在3900多米深海拍
摄了大量照片，有鱼虾和海星、海参
等美丽的深海生物， 也有人们不愿
看到的塑料垃圾。
这些塑料垃圾威胁海洋生物
“
生存，破坏海洋生态系统。 ”研究海
“大洋一号”船综合海
洋生物多年的
试B航段首席科学家助理孙栋博士
说，塑料垃圾到达深海，在低温无光
环境中，微生物活动非常弱，因此极
难被自然降解。孙栋表示，深海生态
系统以碎屑食物链为主。 本海域存
在大量海星、海参、深海鱼类，这些
深海生物吞食碎屑， 破碎的塑料垃

福彩直通车

3900多米深海处的生物。

新华

圾易被其摄取，并难以消化，从而危
害它们的生命活动。
相关统计显示， 全世界每年有
超过800万吨塑料被遗弃在海洋，占
海洋垃圾的80%。 海洋塑料污染，正
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
大块的海洋塑料垃圾非常扎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刮福彩刮刮乐“好运十倍” 赢奔驰 SUV
近日喜讯传来，江苏福彩将开展“刮好运十倍 赢奔驰 SUV”促销
活动，彩民购买的“好运十倍”彩票票面上印有“苏”字样，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凡购买“苏”字票“好运十倍”彩票即可参加“刮好运十倍 赢奔
驰 SUV”促销活动。 只要刮开玩法区覆盖膜，刮出汽车奖符，即中 25
万元奔驰 SUV 一辆或等额现金。（汽车奖符只在不中常规奖项的彩票
中出现）。 凡刮出“苏”字票好运十倍“汽车奖符”字样的中奖者，一律携
带中奖彩票和身份证到江苏省福彩中心（南京市南湖路 113 号）办理
兑奖手续。
福彩刮刮乐“好运十倍”彩票面值 10 元，有 10 次中奖机会，刮出
号码 10，奖金翻 10 倍，十元十次十倍的“好运十倍”内含诸多惊喜，头
奖高达 40 万元，是福彩的一款经典票种，简单好玩趣味性高，是彩民
们最喜爱的刮刮乐品种之一。 自上市以来，销量连续蝉联最畅销刮刮
乐游戏排行榜冠军， 江苏彩民历年成绩斐然：2012 年揽得了 12 个 40
万元头奖，2013 年和 2014 年各中得 13 个 40 万元头奖，2015 年中出
了 15 个 40 万元的头奖，2016 年中出了 12 个 40 万元大奖，2017 年
中出了 9 个 40 万元头奖，2018 年仅仅 3 个月， 已经有 4 位幸运彩民
摘得 40 万元的头冠。

福彩双色球

眼，而塑料垃圾因物理、化学或生物
作用层层分解破碎成细小的塑料颗
粒， 即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和
颗粒——
—
“微塑料”， 是“海洋中的
PM2.5”， 对海洋生物产生巨大影响。
海洋生物摄食后，会影响其正常的生
长、发育和繁殖，最终破坏生态平衡。
海底塑料垃圾的来源， 要么为
陆地江河及沿海陆地活动所带来，
要么为来往于海上的船上人员所丢
弃。呵护美丽海洋，必须阻止塑料进
入海洋。
孙栋表示，治理海洋塑料垃圾，
应管好陆地来源， 减少塑料用品的
过度使用， 江河海边垃圾须妥善处
理，严禁随意丢弃入海。 刘诗平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万濠星城 3/17 3/2 116m2 精装 阳光足 有车位 双学区
238 万
将军楼 3/6 3/L 140m2 精装 车库 10m2
158 万
鸿运城市花苑 3/6 3/2 127m2 车库 22m2 启秀学区 实价
135 万
中高公寓 5/16 4/2 164m2 濠装 南车库 20m2
268 万
将军园 4/6 2/1 63.36m2 中装 有钥匙 上首房
61 万
外滩花苑 4/18 2/1 95.84m2 车库 9m2 有钥匙
124.8 万
万科濠河传奇 2/18 3/1 106.6m2 家电齐全 拎包入住 阳光好 198 万
颐景苑 4/18 2/2 100m2 车库 13m2 毛坏
150 万

吉缘中介

警方曾悬赏2至10万缉拿
晚报综合消息 在逃5日后，4
月22日， 大连普兰店区大谭镇赵
屯村大崔屯杀人案嫌疑人在锦州
落网。
大连警方22日发布消息称，4
月22日零时31分， 在锦州警方的
大力配合下，“
4 17” 专案组在锦
州市凌河区将犯罪嫌疑人崔家会
成功抓获。经突审，崔家会对其因
邻里矛盾纠纷， 持刀捅死崔某治
和王某风及其两个儿子崔某发和
崔某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

体彩开奖

皮炎、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 23 日 ~28 日免费
皮肤瘙痒怎么办？ 免费用不花冤枉钱！ 你是否还在忍
受着皮肤病的痛苦折磨呢？ 你是否为皮肤病花了冤枉钱，
病情却反反复复而苦恼呢？ 那就赶快来参加“皮肤病·免
费用”的活动吧。
免费用！ 每天仅限前 10 名。 为皮肤病还在烦恼的朋
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预约。 陈一堂稀土元素喷剂，
适用于牛皮癣、 皮炎等皮肤顽症。 械准注 20162260235 请仔细阅读产品

福彩开奖
4 月 22 日 21 ：48
双色球第2018045期
红球：3、4、6、25、26、30
蓝球：1
乐透型15选5第2018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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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第2018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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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使用

报名电话：0513-66929949
陈一堂中医诊所：小石桥往东 200 米路北，锦江花园酒店对面，
新桥菜场路口
（乘车路线 4、5、7、9、10、28、36、64 路公交车到小石桥东下车，往东 10 米即到）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龙王桥新村 1/6 层 3 室南 2 厅 132m2 新精装 32m2 170 万
濠西园 3/6 层 3 室 2 厅 130m2 中档装潢车库 8m2 122 万净
天润家园 1/车库 3 室阳光厅 122m2 精装车库 20m2 170 万
凤凰汇 27/电 3 室 2 厅 2 卫纯毛坯 151m2 有车位 398 万净
东晖花园 1/车库 2 室 2 厅 90m2 婚房装修车库 10m2 120.8 万
北郭北村 4/6 层 2 室半中档装潢 70.3m2 小车库
102 万
苏建花园 3/5 层 3 室 1 厅纯毛坯 100m2 车库 12m2 155 万净
青青家园联排别墅 348.77m2 纯毛坯只买
278 万

天安中介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学田店面 1/5 朝北店面 4 套 283m2 租金 24 万 / 年 可以分开卖 6 米宽
558 万
兆丰嘉园 11/15 三室阳光厅二卫 148m2 中装 双学区房 急卖 有钥匙
312 万
时珍园 店面 1-3/3 朝东店面 产权 面积 515m2 实际面积 800 多 m2
1600 万
190 万
江景苑 4/ 电 三室二厅二卫 134m2 车库 31m2 毛坯 阳光好
星湖花园联体别墅 1-2/2 别墅 355m2 豪装 靠湖边
680 万
238 万
翡翠花园店面 1-2/6 朝北店面 86 平方已隔二层
中南世纪城 19/25 办公楼一层 997m2 可分割卖 办公装修 景观房 地铁口 10000 元 /m2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862750368
13921619305

文峰怡景苑连体别墅，建 217m2 豪装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
680 万元
298 万
城市嘉苑 7/11 楼 建 136m2+ 车位 位置户型好
鑫乾花园（三中学区房）9/9 楼 上 50/ 下 146m2 十 9m2 车库 精装很好 268 万
216 万
苏建花园城 16/17 楼，建 115m2+ 车库 + 车位 精装好
世伦名郡 1X/ 电梯 建 126m2 第一排 阳光很好
200 万
时代悦城 9/24 楼 建 112m2 阳光很好 开发商精装 稀缺房源
180 万净
青年中路 82 号（启秀学区）6/6 楼 建 64m2
82 万需全款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 院子 装潢
188 万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280 万
2
润友大厦（二附、启秀学区房） 5/ 电 3/ 阳光厅 123m2+17m（车库）装潢
360 万
175 万
人民中路（二附、城中、三中学区房） 2/6 2/1 61m2 精装潢
白龙花苑 2/ 车 3/2/2 142m2+26m2 (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139.8 万
北濠山庄 5/ 楼中楼 4/2/2 80m2+78m2+18m2(车库)景观房
368 万
2
怡园北村 3/6 3/ 阳光厅 /2 134m2+20.22m（车库）精装潢
146.5 万
2
七彩豪庭 4/ 电 4/2/2 204m2+32m（南车库）新坯房
506 万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4月18日，大连市公安局普兰店
分局发布悬赏公告：2018年4月17
日17时许，普兰店区大谭镇赵屯村
大崔屯发生一起特大刑事案件，经
查明，51岁的崔某会有重大作案嫌
疑，悬赏金额为2至10万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 这是一桩疑
因
“
粪坑”引发的命案。 两家平时有
积怨，案发当天，崔某会认定邻居老
汉一家把石头倒进了他家猪粪粪
坑，怒火上头。
据澎湃新闻

南通有皮肤病的朋友有福啦

七位数第18060期
9、7、8、7、0、8、9
排列5第18105期
8、4、5、8、8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996677075 银河中介

博园岚郡 3-5 层叠加别墅 200m2 豪装末住人拎包入住 56m2 汽车库 538 万净
易家桥底楼 66.7m2 有院子阳光好 简装 位置好
75.8 万
苏建阳光新城中层 / 电 143m23-2 厅 精装 景观房 有车位车库 200 万
友谊公寓 11/ 电 159m23- 阳 精装 景观房 有车位 启秀学位房 308 万
优山美地 2/ 电 142m23- 阳光厅 精装
175 万
皇家花园 5/ 电 119m23-1 厅 19 年初拿房 产权车位另算
148.8 万
河东老街 1/ 车 111m23-2 厅 毛坯 阳光好 26m2 南车库
168 万

大连一家4口被害案嫌犯落网

4 月 22 日 21 ：38

2 元可中 1000 万

及 率 达 80.6% ，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医
保、养老、就业等领域。 人社部信
息中心主任翟燕立表示，随着电子
社保卡的推出， 社保卡线上线下应
用结合将更加紧密， 实现全国和线
上线下“一卡通行”，给群众带来更
大的便利。
电子社保卡在让百姓“办事方
便”的同时，也让百姓“办事放心”。
翟燕立介绍， 电子社保卡以实体社
保卡安全体系为底座， 结合电子认
证、 人工智能等互联网安全技术手
段， 确保群众能够在互联网上真正
实现
“实人、实名、实卡”。 吴剑锋

光明新村 5/6 3-1 84m2 中装 启秀学区
85.8 万
朝晖花苑 6/ 车 楼中楼 79/134m2 精装 车库 18m2 170 万
友谊公寓 11/16 3-2-2 159m2 装修 启秀学区
298 万
城山花园 6/ 车 楼中楼 40/70m2 装修 一附一中学区 210 万
2
2
光明南村 6/ 车 2-1 96m 毛坯 车 19m 双学区 130 万
颐景苑 16/18 2-1 96m2 车 14m2 毛坯
153.8 万
虹桥西村 3/6 2-1 61m2 精装
46.8 万

王府大厦 1X/30 217m2 景观四房 1.8 万 /m2 超低单价
王府大厦 1X/30 165m2 濠河景观房 3-2-2 稀缺套型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精装空学位
宝隆花园 5/6 43m2 车库 8m2 1-1 空学位
人民中路 128 号 2/6 60.12m2 精装两室 空学位
富贵北园 4/6 124m2 三室朝南 L 厅 空学位
南大街 57m2 4/5 二附启秀 稀缺小套

398 万
388 万
286 万
81 万
175 万
282 万
168 万

（东方菜场南大门 16 号）
18751300199
东宝房产 房产交易所东
第九园联排别墅 328m2 坯 低价仅限本月
385.8 万各付
444.8 万各付
第九园联排别墅边套 376m2 毛坯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 270m2 有地下室，两个车库 坯 399 万各付
455 万各付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边户 285m2 毛胚大花园
优价别墅另有万科白鹭郡，九里香堤，顺发御园 等多处
丽景花园 158m2 车库 27m2 精装
365 万电梯房中层
望江楼 5/7 78m2 精装 拎包入住 二附 城中 三中 208 万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