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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宗教事务局拟出台规定

互联网上不得直播录播拜佛烧香
9 月 12 日，记者从国家宗教事务局获悉，该局目前在中国政
府法制信息网上发布《互联网宗教信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办法拟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
联网上直播或者录播拜佛、
烧香等宗教活动。
互联网上募捐不得以宗教为名开展
该办法明确其所指的互联网宗教信息，
是指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
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直播等
形式，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方式传播的有
关宗教教义教规、宗教知识、宗教文化、宗教
活动等涉及宗教的信息。
办法拟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
互联网上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方式直播或
者录播拜佛、烧香、受戒、诵经、礼拜、弥撒、受
洗等宗教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
联网上以宗教名义开展募捐。

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讲经讲道
对于宗教教育培训，办法拟规定，取得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且仅限于在
其自建的网络平台上由宗教教职人员讲经讲
道，阐释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
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引导信教公民正信正

谁背后捅刀揭白宫内幕？
特朗普：
内鬼就是前 FBI 局长

行，讲经讲道实行实名制管理。其他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讲经讲道或者转
发、链接相关内容。
取得《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宗
教院校，可以且仅限于在其自建的网络平台
上开展面向宗教院校学生、宗教教职人员的
宗教教育培训，教育培训实行实名管理。其
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开展宗
教教育培训。
办法的“法律责任”部分规定，从事互联
网宗教信息服务，违反办法相关规定的，由省
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会同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
门终止其服务、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会同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关闭网站;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平台注册用户
传播违法宗教信息，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
宗教事务部门责令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平台
提供者注销平台注册用户账号、会同公安等
部门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综合人民网 新京报

晚报综合消息 据环球网报道，近来美
国政府内部信息频遭公开，其中包含《纽约时
报》所刊登的一篇声称是资深官员的匿名投
书，白宫誓言揪出内鬼，当地时间 11 日晚上
特朗普突然发了两条推特，直指内鬼就是前
FBI 局长科米。
特朗普称，
“你们知道谁该为此负最大责
任吗？就是科米，
是他泄露了信息，
通过哥伦
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做中间人，把消息流
出。”
特朗普痛批称，科米可耻，那位教授可
耻，
因为科米没有勇气出面爆料，
所以找了一
个教授做传声筒。
特朗普还特别@位福斯新闻记者卡森

不许将个人手机带进
晚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网报道，
像《恐惧》
一书一样解密特朗普与白宫的书籍和新闻越
来越多，
这让特朗普更是深信自己被身边人出
卖。而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
更加严苛的白宫
“纪律管控”
——不许将个人手机带进白宫。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独家披
露，
白宫内部近日悄然收紧了保密措施：
所有
员工一律不得将手机设备带入白宫战情室
——包括官方配发的加密手机。根据最新规
定，白宫员工现在要么把手机留在自己的办
公室，要么把它们寄存在白宫西翼入口处的
储物柜。而在此之前，他们可以将通信设备
放在战情室的储物柜内临时寄存。据了解，
这已经是白宫今年第二次收紧手机管理政
策：
年初，
办公厅主任凯利曾在白宫西翼全面
禁止个人移动通信设备的使用。当时，加密
设备还不在此列。
CNN 认为，白宫的最新举措显然是为了

被控受贿 4259 万余元

体彩情报站

及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
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
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办理贷款、承揽项目、
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
子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 4259 万余元。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
告人莫建成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
方充分发表了意见，莫建成进行了最后陈
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
判。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
83512260

(亲共和党保守派媒体记者)称，
“ 这整件事违
法，
而且对我很不公平吧？”

白宫防泄密出台
“管控措施”

莫建成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北京电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 12 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央纪委驻
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财政部原党组成员莫
建成受贿一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0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莫建成利用担任中共通
辽市委副书记，通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
长，中共通辽市委书记，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常委、中共包头市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
共江西省委副书记，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
组组长、财政部党组成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

纽约时报文章配图。

福彩直通车

进一步“封锁”内部消息，以免内部信息泄露
令美国政府处于尴尬被动局面。伍德沃德等
作者将白宫秘密“和盘托出”的系列大作，可
能正是出台这项新规的诱因。
不过据两名高级官员透露，白宫此举主
要还是为了防“内鬼”作祟。上个月，特朗普前
高级助理奥马罗萨·纽曼突然“反水”，向媒体
披露了她在白宫战情室内秘密录制、有关凯
利辞退她的录音内容，此举引发轩然大波。奥
马罗萨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白宫的内部条例，
更使整个政府颜面无光——白宫战情室不仅
是高度涉密场所，更是美国政府“最安全”的
设施之一，历来被国家元首用于指挥海外作
战、应对国际危机;如今却被一位心怀不满的
员工搞出了一场“监听门”事件，实在算得上
是一大丑闻。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甚至认为，
这件事应被视为白宫历史上最大的安全疏漏
之一。
尹雪松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爸爸中了体彩大乐透1390万 给儿子买房买车

玩掌上拼图 赠福利彩票 赢千万大奖!

在家人的陪同下，陈先生现身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他带来的是一张
15 元的大乐透单式追加票，8 月 27 日 19 点 21 分购于常州 04003 体彩网
点。上面共有 5 注号码，其中第四注“06、20、21、26、30+06、09”，中得第
18100 期大乐透一等奖，奖金 869 万元，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多得 521 万
元的追加奖金，单票中奖 1390 万元。
谈及选号过程，陈先生表示，他买了 8 年的大乐透，这张票上的号码原
本是他随机来的。
“ 后来听说，这家店曾经中过 7 位数 500 万，我也想沾沾
这个喜气，索性就不改了，直接拿来守号。”八年来，也曾中过一些小奖。但
是具体奖金是多少，陈先生却坦言记不得了。
“我一般都不会主动兑奖，都
是去打票的时候，顺便看看上次的中奖情况。中了小奖，直接就投注新
票。”说着，陈先生又掏了一张彩票。
“你看，这是 9 月 3 日买的大乐透。也就
是这次买票，我才发现自己在 8 月 27 日打的大乐透，中了千万大奖。”
说到奖金的规划，陈先生长叹一声，
“儿子大了，我们做父母的，总希望
能为他多考虑一些。回去后，打算带他去看看房子、车子。”

为回馈广大市民对福利彩票的关心和厚爱，丰富广大市民生活娱乐，
南通市福彩中心携手南通广播电视台，在手机 APP“掌上南通”开发了福彩
拼图趣味游戏，彩民可在该 APP 上玩游戏，即有机会获赠福利彩票赢取千
万大奖！
本次活动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每天赠送 1500 元福利
彩票。凡安装“掌上南通”客户端并注册成功的手机用户，每日通过玩福彩
拼图游戏最多可获取 6 次抽奖机会，3 次规定游戏机会用完后，用户每天可
通过分享活动链接换取 3 次额外游戏机会。游戏时间为活动期内每天 7:
30 至 21:30，设置 4 元、10 元、20 元彩票三个奖级。
凡手机用户参加此项活动，必须填写本人手机号码，并需验证手机号
码的真实性。抽到奖品的用户将收到中奖二维码，凭中奖二维码可到全市
任意一家福彩投注站点进行兑奖换取彩票（奖品不可直接兑换现金）。兑
奖有效期为中奖次日至 10 月 15 日，兑奖时间为每天 9:00 至 17:00。
动动您的手指，赢得彩票，更有机会中得千万大奖，欢迎广大市民踊跃
参与！

福彩双色球

申请体彩站点详见南通体彩网（www.nttc.net.cn）
“建站信息公开”
专栏

牵
爱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
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623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
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诚信婚介
推荐榜

情缘婚介

花好月圆婚介

85100503 15358777393

短信微信报名：18934533636

男
男
男
女

27 岁
31 岁
40 岁
26 岁

1.74 米
1.76 米
1.74 米
1.68 米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单位职员 家境好
短婚 事业单位
离无孩 公务员
教师 淳朴大方

地址：
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304室

2 元可中 1000 万

更俗剧院
最新演出信息

9月21日19:30 詹姆斯·霍尔与荣耀之声合唱团音乐会
10月4日19:30 芭蕾舞剧《天鹅湖》
10月20日15:30 19:30 爆笑打击秀《疯狂的恐龙人》
12月31日19:30 话剧《风华绝代》

江海晚报》
》分类广告
成功满意价值服务 《江海晚报

地址：
工农路135号三喜大厦401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体彩开奖
9 月 12 日 21：38

大乐透第 18107 期
7、8、9、10、22+3、4
排列 5 第 18248 期
9、3、9、9、1

福彩开奖
9 月 12 日 21：48

七乐彩第 2018107 期
2、4、5、8、17、19、27+21
6+1 第 2018107 期
0、9、1、6、1、3+马
15 选 5 第 2018248 期
1、4、6、12、15
3D 第 2018248 期 2、5、1

柯蒂·斯密特-麦菲主演动作片《阿尔法：
狼伴归途》
聂远,谭凯主演动作片
《道高一丈》
李宗伟,黄炜杰主演剧情片 《李宗伟：
败者为王》
迈克尔·泽姆巴利斯特主演剧情片 《传奇的诞生》
何赛飞、
胡可主演
《那些女人》
汤姆·克鲁斯动作片
《碟中谍6：
全面瓦解》
保罗·路德主演动作科幻片 《蚁人2：
黄蜂女现身》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
85528668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