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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29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5900760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68666元
开奖结果：9 8 2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4090注0注6853注

本地中奖注数26注0注17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7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97284.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8056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1 05 14 21 22 23 29
特别号码

1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
8

167
718
6286
12426
75846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1
10
29
253

每注奖金（元）
1604221
31605
3028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7122084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0530元

中奖号码:3 5 6

青海省销售总额：616146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4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455
0

289
0
0
0
0
0
0
2
4
0
0
0
4
0
11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4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473200

0

49997
0
0
0
0
0
0
28
40
0
0
0

416
0

209
0
0
0
0

中奖总金额：523890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8129期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75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7500000元

第18129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9853564元
开奖结果：9 8 2 4 3

本期中奖情况

208772886.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56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242284907元
开奖结果： 前 区 后区

02 04 16 28 34 05 07
本期中奖情况

奖等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基本

派奖

追加

派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派奖

追加

基本

派奖

追加

基本

派奖

中奖注数
1注

1注

0注

0注

66注

42注

727注

484注

22521注

0注

13061注

461750注

0注

286618注

5133988注

0注

-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5000000元

-

-

160241元

96144元

5586元

3351元

200元

-

100元

10元

-

5元

5元

-

-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0元

5000000元

0元

0元

10575906元

4038048元

4061022元

1621884元

4504200元

0元

1306100元

4617500元

0元

1433090元

25669940元

0元

72827690元

5556714938.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7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7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赵博 刘欢）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16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
出，“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
同，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我
们说过，凡走过必留痕迹。“台独”
分子不要以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可以船过水无痕。

新华社记者提问，日前有大陆
媒体刊文建议发布“台独”分子名
单，依法予以惩戒，对其中表现极
其恶劣的还要进行全球通缉。据
悉大陆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收
集这样一份名单，请问是否属实？

安 峰 山 在 答 问 时 做 上 述 表
示。他还表示，两岸统一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大势。任何执迷不悟、顽
固的“台独”分子，都必将受到人民
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有记者问，发言人曾表示，如果
“台独”势力继续恣意妄为，大陆将进
一步采取行动。最近，解放军空军实
施了双向绕飞台岛巡航，实现了绕岛

巡航模式的新突破，这是否属此前所
说的“进一步行动”之一？

安峰山答问表示，解放军军演
和空军绕岛飞行，传达的信息十分
清晰明确，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
力及其活动所做出的强烈警告，展
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决心和能力。我们有坚定的意
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任何
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台独”是
没有任何出路的。

他应询表示，1949 年以来，虽
然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大陆和
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个事实从未
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从2008年到
2016年的这八年期间，两岸关系在

“九二共识”基础上实现了和平发
展。这些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
而民进党当局上台后，破坏了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放任纵
容“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活动，
同时阻挠和干扰两岸交流合作，制

造两岸对立，破坏了两岸得来不易
的和平发展局面和成果，损害了两
岸同胞利益，致使两岸关系出现倒
退。赖清德的“台独”言论进一步对
台海和平稳定进行公然挑衅，所以
当前两岸关系倒退的责任完全是
在台湾当局。

安峰山还答问指出，台湾方面
如果挟洋自重，采取“以武拒统”方
式和大陆对抗，在两岸综合实力对
比日益悬殊的情况下，实际上对台
湾方面是非常不利的。

在回答香港媒体提问时，安峰
山表示，“台独”势力和一些“港独”
势力相互勾连、沆瀣一气，公然鼓
吹所谓“独立建国”，有的甚至还讲
出要“武力抗中”，妄图危害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同胞切身利
益。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
可能得逞的。此举等于是撕下了
披在自己身上的“自由、民主、人
权”外衣，暴露出他们分裂国家和
损害民族利益的本来面目。

滴滴公布顺风车整改措施

新华社太原5月16日电 山
西临汾警方近日打击传销案件
中，发现一些传统聚集式传销组
织已经从经济犯罪质变成暴力集
团犯罪，成为黑恶势力犯罪组
织。他们通过暴力和强力洗脑等
方式能迅速将受害人培养成犯罪

“工具”，“传销组织”竟然成为他
们掩盖涉黑涉恶的外衣。

受害者半月左右变成犯罪“工具”

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近期在
辖 区 摸 排 中
打 掉 数 个 传
销组织窝点，
经深入挖掘，
发 现 这 些 异
地 聚 集 式 传
销组织已经“变异”，所犯罪恶和
社会危害触目惊心。

专案民警介绍，这些“传销组
织”以招工、婚恋等名义物色受害
者，将其骗到当地之后，通过暴
力、洗脑等手段控制，半个月左右
就可将受害者培养成合格犯罪

“工具”。
其培养方式按成型“套路”

“流水线”操作。第一阶段为“暴
力屈服”，将受害者骗到窝点之
后，采取暴力手段控制人身自
由。第二阶段为受害者“上线”阶
段，每天凌晨一两点就开始对受
害人进行耗损体力、精力的折磨，
同时其他人轮番实施洗脑、不给
饭吃、殴打等软硬暴力。一般7至
15天，多数受害人就会被迫屈服，

“同意”掏钱购买“虚拟产品”。第
三阶段为“老板”阶段，团伙会以
一套骗人的、杂糅的所谓“精粹教
材”开始“培训”洗脑，已经毫无抵
抗能力的受害人一般半个月左右
就会彻底“上套”。

成为“老板”后，这些受害者

迅速就变成了害人者，开始配合
团伙以各种借口向亲戚朋友骗
钱，骗人入伙，对新入伙成员施
暴。

与此同时，这个“传销组织”
裂变极快，人员一旦发展到 100
人，就一分为二，各领50人觅地继
续发展。警方介绍，尧都区被打
掉的“传销组织”仅为省外一个组
织裂变出的一条下线，2014 年裂
变到临汾之后，除了在当地迅速
发展外，已经在别的城市裂变出

下线，临汾警方近日在运城市打
掉一批下线团伙。

“传销”成逃避打击遁词

专案民警表示，这些传销组
织已经从市场经济领域犯罪团伙
变成了披着“传销”外衣的暴力犯
罪集团。

“以前传销还有一个产品道
具，现在是赤裸裸的思想控制，产
品从经济道具变成了‘人’，只要
组织往下发展，控制的‘人’越来
越多，自己就能出头。”专案民警
说。

其手段也从“骗”变成了暴
力，以前多是通过授课、洗脑后

“卖东西”发展下线，现在则是依
靠暴力手段绑架、非法拘禁，强势
洗脑之后，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

民警介绍，这些组织有极强
的纪律规定。组织成员没有人身
自由，数年不与社会接触，如为防
止寝室成员互相熟稔，要求各个
寝室成员一两个月交流一次。

一旦被警方发现，“传销组

织”标识反倒成为这些暴力团伙
的“掩护色”。如某个寝室案发
后，成员就主动交代“我是传销，
我是受害者”，不涉及其他寝室，
警方对普通成员只能做遣散处
理。

合力破解打击难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后，
尧都警方在辖区摸排、发现了相
关线索，会同当地检察院、法院分
析研究、认定后，在全国首次以黑

恶 势 力 团 伙
犯 罪 进 行 立
案侦查，刑拘
了上百人，挖
出 了 这 些 触
目 惊 心 的 内

幕。
警方介绍，这些“传销组织”

侵害对象固定为一些外省份年轻
人，临汾市的“传销组织”只针对
四川、重庆、河南三地的年轻受害
者，一旦他们被骗到窝点变成犯
罪“工具”，就会侵害远在千里之
外的亲朋好友和其他受害者。但
窝点处于封闭小环境，成员不与
社会接触，难以发现。

“清查时或接到求助线索发
现传销组织后，看一下有无非法
拘禁，对普通成员进行登记，买上
车票遣散，但实际到下一站他们
就下车跑回来了。一个地方打击
传销力度上去，他们就转移到其
他地方。”一位基层民警说。

专案民警梳理近期打击的具
有非法拘禁等雷同犯罪行为的

“传销组织”，发现仅山西就有多
个地市存在，已经处理的案件就
有数十起。“这些案件事实上已经
跟传销毫无关系，‘传销’反倒将
真正罪名掩盖。”一位专案民警
说，必须合力破解打击难题。

披着“传销”的外衣

山西临汾传销黑恶势力案调查

国台办警告国台办警告““台独台独””分子分子16 日，滴滴公布顺风车阶段
整改措施，备受舆论关注的顺风
车用户标签和车主评价功能全部
下线，车主每次接单前需进行人
脸识别。滴滴表示，这可最大限
度杜绝私换账号的可能性。15日
下午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
长蔡团结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网约车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保障
乘客安全也是网约车规范发展的
底线。据悉，下一步交通部将从
加强事前准入把关、落实平台公
司承运人主体责任、加强安全教
育和培训等三方面指导各地网约
车规范发展。

车主接单前需人脸识别

滴滴还表示，在评估夜间顺
风车安全保障可行性的同时，顺
风车暂停接受22时至次日6时期
间出发的订单。接单在22时之前
但预估服务时间超过 22 时的订
单，在出发前会对合乘双方进行
安全提示。

上述除顺风车外的整改措施
将于 5 月 31 日前全部完成。同
时，为更有效解决司乘纠纷、安全
问题，是否应对行程进行录音，滴
滴亦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据了解，此轮整改，不仅涉及
顺风车业务线，滴滴全平台还将
零容忍严打“人车不符”，除要求
出车司机每天出车前需进行人脸
识别外，平台还推出有奖举报人
车不符。

在乘客安全方面，滴滴将紧
急求助功能提升至显著位置，除
了原有功能外，乘客还可一键拨
打 110、120、122 及平台安全客服
等求助电话。

滴滴承诺，在平台上发生的
相关交通事故、治安及刑事案件和
用户纠纷中，滴滴将承担应有的法
律责任。此外，在已有安全保障机
制(包括保险、医疗费用先行垫付、
意外伤害人道援助、车主猝死公益
帮扶等总额最高120万的保障)的
基础上，滴滴已着手建立关爱基
金，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外，为当事
人和家属提供更多的救助。

各地将核查驾驶员暴力犯罪记录

15 日下午交通运输部运输
服务司副司长蔡团结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针对近期出现的网
约车乱象，交通运输部下一步将
从几方面指导各地网约车规范
发展：

一是加强事前准入把关。严
格落实《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对企
业、车辆、驾驶员的准入许可要
求，尤其是加强对驾驶员的驾驶
经历、交通责任事故、暴力犯罪
记录等背景情况核查，防止不合
规的企业、车辆和人员进入行
业，守住安全底线，从源头上保
障安全。

二是落实平台公司承运人主
体责任。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保证
接入的车辆和驾驶员取得合法营

运资质，车辆技术状况良好，应通过
卫星定位、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保
证线上线下车辆和驾驶员一致。

三是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组织驾驶员开
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
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
训和日常教育，提升驾驶员遵纪
守法意识和服务水平。同时，各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
检查，加大对网约车行业违法违
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乘客信息

而在乘客个人隐私和信息安
全方面，蔡团结表示，网约车平台
公司掌握了大量个人电话、信用
卡、车辆、地址等信息，存在个人
信息泄露及传播的风险。关于保
障乘客信息安全，《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
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采集
驾驶员、约车人和乘客的个人信
息，不得超越提供网约车业务所
必需的范围，不得向任何第三方
提供乘客个人信息。发生信息泄
露后，应采取及时有效的补救措
施，切实维护乘客信息安全和合
法权益。

206城市出台网约车实施细则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省级层面（除直辖市外）25
个省（自治区）发布了规范发展

“网约车”实施意见；城市层面
（含直辖市），206 个城市正式出
台实施细则，60个城市已公开征
求意见。目前已有 70 余家网约
车平台公司在部分城市获得经
营许可。截至今年 2 月底，各地
共发放车辆运输证14万多本，网
约车驾驶员证23万多本，总的来
看，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总体
进展顺利。

蔡团结表示，目前网约车市
场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网约车合
规化发展进程仍然较慢；部分平
台公司纳入行业管理和依法监管
配合不够，乘客安全和合法权益
仍未得到有效保障，企业线下服
务能力亟须增强；行业监管手段
不适应，多部门联合监管工作机
制有待建立健全等。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继续
指导各地推动改革政策落地实
施，加强改革过程中的新情况、新
问题的研判，适时优化完善相关
政策。创新出租汽车监管方式和
手段，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为行
业监管提供有效手段。会同工
信、公安、网信等部门研究制定多
部门联合监管具体工作流程，建
立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形成监管
合力，以管住安全底线，保障乘客
合法权益。发挥社会信用体系的
事后监管作用，建立行业失信行
为联合惩戒机制，不断提升行业
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促进行业持
续健康发展，让人民群众通过改
革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据中新社《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