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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鱼彩票

三亚一银行职员“帮人理财”

转走8客户945万元
所得款项用于彩票赌博及个人花销
本报讯 三亚市一银行职员陈某
某，利用担任理财经理的便利，趁客户
不注意，将原本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
转到自己名下，通过此种方式先后占
有8名人员钱财，涉案金额共计945万
元。案件告破后，某银行已退还被害
人本金共计945万元。目前，三亚市城
郊人民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提起诉
讼。
被告人陈某某，男，1984年出生，原
系某股份有限公司三亚支行工作人
员。因涉嫌盗窃罪于2019年9月25日
被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刑事拘留，因
涉嫌职务侵占罪于2019年10月29日经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
10月30日被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逮
捕。
经依法审查查明：2016年3月起，被
告人陈某某分别任某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支行理财经理助理、渠道经理助理、
三亚某街社区支行渠道经理助理。
2019年6月19日，哈某某到三亚某

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由陈某某负责接
待，并将哈某某带至银行无监控办公区
内，向其推荐了一款91天的理财产品，
哈某某同意购买。陈某某在平板电脑
上登录银行官网，由哈某某登录个人网
银选择200万元的理财产品并输入银行
密码支付款项。陈某某提交哈某某购
买产品的订单，网页显示购买申请提交
成功，起息日为2019年6月20日，到期
自动兑付时间为2019年9月19日，此时
哈某某购买理财产品的200万元被冻
结，到次日起息时该款项自动转入银行
账户内。
随后，陈某某以帮忙领取相关活动
礼品为由，让哈某某登录个人网银，趁
其不备撤销其订单，此时哈某某购买理
财产品的200万元由冻结状态变为活期
状态。陈某某在哈某某的网银页面办
理转账业务，分三笔共将200万元转到
陈某某的银行账户。其间，每次转账均
需要哈某某本人输入密码，陈某某以领
取网上礼品需要输入银行卡密码为由，

让哈某某输入密码，后陈某某称需要手
机上的验证码，将哈某某的手机骗取过
来，输入转账验证码，然后删除转账信
息。
2019年9月19日，哈某某未收到其
购买理财项目的本金和收益，便联系陈
某某，
陈某某以各种理由推脱。
2019年9月24日，被告人陈某某被
抓获。经审查，陈某某自2017年4月份
起在办理理财产品业务时，利用职务便
利通过上述方式多次侵占理财产品本
金，其中王某甲250万元人民币、朱某某
65万元人民币、赵某某100万元人民币、
王某乙140万元人民币、沈某甲43万元
人民币、蓝某某132万元人民币、邵某某
15万元人民币。陈某某将所得款项用
于彩票赌博及个人花销。破案后，某银
行已退还哈某某、王某甲等8人本金共
计人民币945万元。
被告人陈某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
和证据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
记者 畅凯

鹿鞭每“个”30元
变每“克”30元
受害人无奈支付 9500 元；3 男
子涉强迫交易被三亚警方抓获
本报讯 11 月 16 日，三亚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强
迫交易案，抓获 3 名犯罪嫌疑人，追回 9500 元，缴获
鹿鞭、鹿茸若干。
11 月 14 日 8 时 26 分，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吉
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吉阳大道某小区附近
的早市被 3 名男子强迫以 9500 元的价格购买鹿鞭，
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经研判摸排布控，民警
于 16 日 14 时许在某旅租一房间内将 3 名嫌疑人抓
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郑某波、赵某、谢某阳于 11 月
14 日在某早市路边售卖鹿鞭、鹿茸等物品，受害人
逛到此处时上前询问单个鹿鞭价格，郑某波表示每
个鹿鞭 40 元，双方经过交谈，价格降为每个 30 元，
受害人见鹿鞭价格便宜就选了一个。郑某波在征得
受害人同意后，将一个鹿鞭切好过秤，重量近 400
克，总价约为 1.2 万元，要求受害人支付该笔钱款。
受害人随即提出质疑，郑某波声称是受害人听错鹿
鞭价格，是每“克”30 元而不是每“个”30 元。面对嫌
疑人混淆不清的说辞和前后悬殊的价格差距，受害
人难以接受，表示不想购买，3 名嫌疑人则扬言不能
退货，以鹿鞭已切好过秤无法售卖给他人为由，强行
要求受害人购买。受害人无奈之下将手机里仅有的
9500 元转给对方，3 名嫌疑人收款后立即逃跑。而
嫌疑人口中价格 1.2 万元的 1 个鹿鞭，实际进货价在
180 元-200 元之间。
记者 畅凯

体彩大乐透 6.61 亿元奖池今晚莫错过
上期开出 7 注一等奖，其中 2 注奖金高达 1197 万元
11 月 18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116 期开
奖，全国又开出了 7 注一等奖，其中包括 2 注
1197 万多元的追加投注头奖。目前，大乐透
奖池仍滚存 6.61 亿元，提醒广大彩民朋友不
要错过本周六晚开奖的第 20117 期。
大乐透第 20116 期前区开出号码“08、
10、12、16、22”，后区开出号码“03、09”。当
期全国销量为 2.81 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
益金 1.01 亿元。

当期全国开出 7 注一等奖。其中 2 注为
1197 万元（含 532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
等奖，分别花落辽宁沈阳、江苏苏州；另外 5
注 665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别出自内蒙
古呼和浩特、浙江杭州、福建福州、江苏常州
和盐城。
由于内蒙古、浙江、福建和江苏常州、盐
城的中奖者都没有采用追加投注，在单注一
等奖方面，均少拿了 532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

大乐透分析

后区关注 06 12
体彩大乐透第 2020116 期开出奖号：08 10
12 16 22+03 09。
前区热码分析：前区最近 5 期热码开出 10
个：11、32、28、21、30、09、18、08、10、12，各热码
分别遗漏：号码 08 10 12 16 22 遗漏 0 期、01
09 18 19 23 遗漏 1 期、21 24 30 遗漏 2 期、06
14 28 33 遗漏，本期看好前区热码：01、08、09、
16、21、22、24、28，
精选热码：
08、09、22、24。
前区冷码分析：前区最近 5 期冷码解冻 5 个：
18、10、24、19、22,各冷码分别遗漏：号码 27 遗漏
10 期、26 遗漏 12 期、29 遗漏 14 期、34 遗漏 15 期、
15 遗漏 17 期、35 遗漏 18 期、25 遗漏 19 期、31 遗漏
2，
本期适当关注前区冷码：
15、
25、
29、
31 解冻。
后区分析：上期后区奖号为 03 和 09，最近十
期后区开出 10 个热码、5 个温码和 5 个冷码，本期
预计奖号关注温码+温码组合，
参考两码 06、12。
单挑一注：
07 08 09 22 24 + 06 12

打击私彩,支持公彩!本版分析纯属个人观点，不代
表本报立场。本报提醒彩民：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错过中得 1197 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的机会。
同期二等奖中出 73 注，单注奖金 16.65
万元。其中 26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3.32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9.98 万元。广东中出 4 注二等奖，分别出自
广州、佛山、珠海、茂名，不过 4 位幸运儿都没
有追加投注。
三等奖中出 320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四等奖中出 778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五彩缤纷

元。五等奖中出 16336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22875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50020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705288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中出 7284123 注，单注奖金为 5
元。
奖池方面，第 20116 期开奖结束后，6.61
亿 元 滚 存 至 11 月 21 日（周 六）开 奖 的 第
20117 期，提醒广大彩民朋友继续守候幸运。

笑面人生

首位考虑 1 5 6

37 有数 稳坐 3

本期七星彩入围基数 01346，本期 1346 有码，1457 有两数，
两数铁合 46，三数铁合 39。
定位：1××5 ×01× ××77 ×27× 14×× 1×4×
4××5 6××4
三数组合：
245 013 678 247 345 346 358 047
前四位参考码：1425 5013 6877 9274 1435 1346 4835
6074；
参考码：
1425369 5013489

本期首奖应以 01679 为入围基数，主攻 36，05 为配数上奖。
定位：9×3× 6××4 5×0× 2×1× ×03× 2××7
4×1× ×48×
三数组合：
367 124 035 178 039 278 156 048
前 四 码 组 合 ：9736 ××× 6214 ××× 5503 ×××
2718 ××× 0039 ××× 2877 ××× 4516 ×××
0488×××；
参考码：
9736125

首款超级混动 秦 PLUS 亮相广州车展
2020 年 11 月 20 日，比亚迪于第十八
届广州车展举行了秦 PLUS 超级混动全球
首发亮相发布会。
秦 PLUS 作为比亚迪全球首款超级混
动轿车，搭载了骁云-插混专用 1.5L 高效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作为 DM-i 超级混动
技术的核心部件之一，热效率高达 43%，正
是因为搭载了骁云-插混专用 1.5L 高效发
动机和其他核心部件，秦 PLUS 拥有低至
3.8L/100km 的革命性油耗，满油满电状态

下，行驶里程超过一千公里，颠覆了用户对
传统轿车的油耗认知，
重塑轿车新标准。
此外，秦 PLUS 拥有先天优势的电动驾
控感，带来快、顺、静的极致体验。采用超
级混动技术的秦 PLUS 在行驶的过程中拥
有超强动力、超级平顺、超级静谧三大特
点，行驶质感全面超越传统燃油轿车，颠覆
了用户对传统轿车的驾控体验。
而 秦 PLUS 另 一 大 优 势 即 不 依 赖 充
电，破解了新能源汽车用户的充电痛点，颠

覆了用户对新能源车的习惯认知。
作 为 比 亚 迪 首 款 超 级 混 动 轿 车 ，秦
PLUS 第一次满足了消费者对于低油耗和
高性能的完美兼顾，并做到了实用需求与
情感需求同时满足。而搭载 DM-ｉ超级
混动技术的秦 PLUS，更体现出比亚迪对轿
车市场发起“反攻战”，势要重夺轿车市场
的决心。相信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汽车
品牌的崛起，中国品牌的轿车也将在世界
舞台上大放异彩！
（卢凯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