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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 100262662元本省投注总额 3081060元
下期奖池：224610048.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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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幸运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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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电脑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12030期

中奖号码：03、21、22、26、32+01、03

六省市投注总额：1402746元 安徽投注总额：104784元
奖池奖金：148784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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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2070期

中奖号码：300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4342
5106

0

每注奖金（元）

1000
320
160

本省中奖注数

68
148
0

全国投注总额 23001664元 本省投注总额 617378元

本期投注总额：19528元，奖池奖金：12181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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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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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金（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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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1400
3200

彩票开奖台

全国投注总额：66226220元，安徽投注总额：1493646元

奖级
单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11364
12312

安徽中奖注数（注）
233
266

每注金额（元）
1000
320组选三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

22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每注奖金（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2070期中奖号码：30032

100000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79

5617

62136

每注奖金（元）

4024

5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2

447

5040

全国投注总额 1856028元
本省投注总额 154656元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第2012070期
中奖号码：04、06、11、12、13

奖 等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198
11898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26

1476

每注金额（元）
0

2159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1294164元 安徽投注总额：180704元
奖池奖金：6980142元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2070期

中奖号码：04、11、14、17、23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6+1”玩法
第2012030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649002生肖码：羊

全国投注总额 23001664元 本省投注总额 617378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12070期

中奖号码：02、04、08、13、21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2070期 中奖号码：757

星报综合报道 记者3月16日

从国家统计局获悉，国家统计局网

站近日新设立了“曝光台·回音壁”

栏目，并于日前曝光了重庆永川区

和山西河津市干预统计数据上报

的案例。这是统计局开展企业联

网直报之后首次公开对外曝光个

别地方和企业数据造假情况。

根据统计局网站披露的内

容，首批曝光的两个案例均涉嫌

违反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制度规

定及相关统计法律法规。

重庆永川：
先审核评估再上报数据

去年11月，重庆永川区印发

文件要求，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

单位上网报送统计数据，必须提

前将当期企业统计上报数据，报

经镇街统计机构或工业园区或区

城乡建设委员会、国土资源与房

屋管理局、商委、经信委等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审核评估后，方可上

网报送。

国家统计局表示，上述要求，

干预企业真实独立上报统计数

据，违背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制

度规定，涉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

是不妥当的，必须予以制止。

山西河津：
企业被要求上报特定数据

经统计执法检查室查证，近

日在一套表联网直报 2011 年年

报数据前后，山西省河津市统计

局个别工作人员曾向某些企业

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

据上网报送。受此影响，河津市

的金马大酒店有限公司、河津市

宾馆、新耿大厦有限公司、东方

冶金有限公司、宏盛选煤有限公

司、天宇能源再生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华晋选煤有限公司、山西

中达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报统

计数据严重失实，存在严重的虚

报现象。

据悉，上述两起案件被发现，

均源自群众举报。目前两地正在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要求实施整

改，并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进行了处理。目前，河津市统计

局长谢文斌已被免职。

从2月 18日开始，我国正式

实施企业数据联网直报数据制

度，有望彻底改变以往数据层层

上报过程中可能受到各种干扰的

情况，遏制数据“源头失真”。国

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此前表示，

真实独立地报送国家统计调查所

需的数据，是企业的法定权利和

责任，企业不得虚报瞒报、伪造篡

改统计资料。国家统计机构将对

在统计联网直报中弄虚作假的单

位和人员依法严肃处理和曝光，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将建立统计

违法企业名录并纳入有关部门征

信系统。

国家统计局曝光两地方数据造假
山西重庆两地整改 一局长被免

4头鲸鱼海滩搁浅
3 月 17 日，江苏省盐城市滨

海县，分布在海滩沿线 5 公里距

离内的 4 头成年鲸鱼，躺在已经

退潮的黄海海边，被证实已全部

死亡，死鲸后续处理工作在进行

中。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动

物所高级工程师徐信荣说，死亡

鲸鱼的处理有三种办法，一是就

地掩埋，二是制作动物标本，第三

是拖回大海深处。 据中新社

据中国之声报道 中科院国

家授时中心近日宣布，我国将在

7月 1日的7点59分59秒和全球

同步进行闰秒调整，届时会出现

7：59：60的特殊现象。闰秒调整

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解释

说，闰秒调整是因为原子时与世

界时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差异。

朱进说，我们现在的民用时间

标准，叫做协调世界时，这个时间

标准是和地球自转有关系的。而

我们同时还有一个时间标准，叫做

原子时，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没关

系，完全是按照原子钟这么走来定

义的。现在由于地球自转有长期

减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时

间系统就会出现一个差异。

朱进解释说，闰秒调整的时

机也有明确的规定。

朱进：“规定是在这两个时间

系统的差异超过0.5秒的时候，就

在每年的 6 月 30 号或者 12 月 31

号增加一秒，因为现在地球自转

一直在变慢，所以是增加一秒。

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后可以干脆

拿原子钟做我们的时间标准，不

去管天文观测的时间了。但是如

果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以后，这样

得出的时间和我们的实际感受不

一样，比如说中午十二点，太阳没

在正南，太阳可能是我们现在上

午或者下午的感觉。”

朱进表示，闰秒调整对普通

民众的日常生活不会产生影响，

更不会出现千禧年千年虫那样的

问题，“因为这件事其实一直在

做，从1972年到现在，这四十年里

已经调过25次了。最近这几年没

调，但是前面几年，2005年、2008

年，全都有过闰秒，应该说对我们

日常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

今年全球时间多1闰秒
7月1日将出现7时59分60秒
我国将在7月1号7点59分59秒进行闰秒调整 据新华社电 继上月上海私

车牌照拍卖最低成交价创出历史

新高后，本月上海车牌价格继续

飙高，最低成交价和平均成交价

均突破5.8万元大关，双双创出历

史最高。

17日中午结束的上海2012年

3月份私车额度拍卖结果显示，上

海私人、私企客车额度投标拍卖

价格继续上涨。本月上海私车牌

照最低中标价 58300 元，比上月

上涨 2900 元；本月平均中标价

58625 元，比上月均价上涨 2993

元。

本月上海私车牌照投放额度

为 8000 辆，与上月持平，实际参

与投标 24897 人，比上月有所增

加，中标率约为32.1%，比上月略

有下降。

2011 年以来，上海车牌拍卖

价格持续走高，曾出现 10 连涨。

进入2012年以后，车牌价格继续

上扬，本月更是出现全面突破，4

年多来首次出现最低成交价和平

均成交价双创新高的行情。

据分析，虽然目前国内汽车

销售市场出现下滑，但上海地区

购车热情依然很高，加上每月供

应私车牌照数量有限，供不应求

导致车牌拍卖价持续上涨。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江苏省

徐州市政府获悉，17日7时40分

至 8时许，京福高速苏鲁交界徐

州贾汪境内因大雾分别发生4起

交通追尾事故，涉及车辆 60 余

部，截至13时，事故共造成6人死

亡、3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据现场一位货车司机介绍，

当时天气大雾，能见度不到10米。

现场有几辆大客车已经被烧

毁，仅剩骨架，地上散落大量竹子

和树苗等货物。据从被烧毁大客

车上成功逃生的贵州乘客李先生

介绍，当天早上他在沉睡中被撞

车声音惊醒，几分钟后闻到异味，

随即大客车燃起大火，他赶忙往

外逃生。当时车上共有四十多个

人，多名伤者被送往医院，由于起

火很快，行李都在车上被烧毁。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路段北

侧向南车道大量救护车辆和消防

车辆正在紧张救护，仍有司机困

在车中，消防人员正在破拆车辆

营救被困人员。

京福高速徐州段连环撞车
已致6死30余伤

上海车牌拍卖价破5.8万元

据《河北青年报》报道 9日，

石家庄市一男子倒在快车道上先

后被两辆轿车碾轧，当场死亡。

据监控显示，事件发生的 3 分钟

内共有42辆汽车经过，没有一辆

停下施以援手。

监控录像显示，9 日 21 时 15

分许，石家庄和平路与建设大街

交口立交桥东侧约 50 米路北的

便道上，一男子蹲坐在绿化带台

阶上。22时30分后，该男子跑到

机动车道上，过往车辆纷纷减速

躲避。23时31分许，该男子摔倒

在机动车道上。一辆黑色三厢小

轿车快速驶来，车左前部挂住该

男子，没有采取刹车措施，拖行了

20来米后，将男子甩在路边。

视频显示，4名路人发现了这

名男子，一人拿出电话跑出监控

区域，其他三人分散站在快车道

边，向过往车辆招手示意地上有

人，但还是有一辆出租车轧到地

上的男子。几分钟后，民警和医

务人员赶到现场，确定该男子已

经死亡。

据监控显示，从男子倒地直

到被第二次碾轧的约 3 分钟里，

有42辆车驶过，其中13辆减速绕

行，19辆车擦着他过去。“怎么就

没有人出手帮一下啊？”被碾轧男

子的外甥女谢女士哭着说。13

日，据肇事出租车的司机说，当时

他感到车身一震，停车后才看见

地上的人，“真没看到有人招手，

也没有注意到躺在地上的人。”

警方介绍，第一次碾轧男子

的黑色三厢轿车已逃逸，第二次

碾轧的出租车司机在现场报警。

河北一男子遭两车碾轧死亡
路过42辆车无一相助

案例1

案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