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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体彩、看三湘、免费游世博”火热进行中

问答题

1、超级大乐透的具体玩法是（）

A、35 选 5+12 选 2���

��������B、35 选 6+12 选 1

��������C、35 选 6+12 选 2���

2、超级大乐透是否可以追加投注，追加

金额是多少（）

A、不能追加

B、可以追加，每注追加金额 1 元

C、 可以追加， 每注追加金额 2 元

3、超级大乐透设有几个奖级，固定奖级

与浮动奖级各为多少（）

A、8 个奖级，3 个浮动、5 个固定

B、8 个奖级，2 个浮动、6 个固定

C、8 个奖级，4 个浮动，4 个固定

4、超级大乐透奖池过亿时，追加投注可

获得的最高奖金是多少（）

A、500 万 +500 万 =1000 万

B、500万 +500万 +600万 =1600万

C、500+300 万 =800 万

5、超级大乐透每周开奖几次，分别在每

周哪一天（）

A、3 次，周一、周三、周六

B、3 次，周二、周四、周六

C、3 次，周一、周四、周六

6、我省超级大乐透中出 4124 万巨奖，是

哪天、哪个市州中出的（）

A、2 月 26 日 长沙

B、2 月 24 日 永州

C、2 月 25 日 衡阳

7、我省超级大乐透 4124 万巨奖后，是（

）最大奖？

A、湖南彩票历史上

B、湖南体彩历史上

C、我国彩票历史上

8、 超级大乐透 4124 万中奖投注站获得

了多少奖励， 是否是湖南彩市中给予中

奖投注站的最高奖励（）？

A、3 万元，是的

B、4 万元，是的

C、2 万元，是的。

9、超级大乐透中 3 个号码有奖吗？（）

A、有

B、没有

C、不一定

10、超级大乐透的附加玩法是（）

A、前区 35 选 5，单注奖金 100 元

B、后区 12 选 2，单注奖金 60 元

C、后区 12 选 2，单注奖金 100 元

为庆祝“大乐透”在我省中出 4124 万巨奖，湖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从 5 月到 10 月推出“购体彩、看三湘、游世博”

活动。 在 5 月到 10 月期间，彩民可以通过追加投注方式购买

15 元（含）以上大乐透彩票者可以获得参与资格。购买彩票后

填写抽奖单，然后将个人信息（本人姓名、所在地区、身份证

号码、手机号码）及彩票信息（投注站号、彩票序列号、投注金

额）如实填写在投注单上，将彩票粘贴在抽奖单的背面，然后

将其交给投注站业主保存作为参与抽奖的凭证。

除此之外，看《三湘都市报》、做答卷也可以获得免费游

世博的机会。

据了解，此次活动期间，《三湘都市报》会刊登大乐透问

答题及答题卷，读者只要将报纸上的答题做好，然后到就近

的投注站领取抽奖单，将自己的信息填好，交给投注站的业

主即可。

“答题正确率达 80%的人将获得参与抽奖的资格。 ”湖南

省体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说，“活动持续到 10 月， 彩民和读

者还有机会继续参与。 ”

免费游世博参与热线：

0731-84329965 84329495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等

醉驾飙车拟入刑 首减13个死刑罪名

“恶意欠薪”首次入罪 拟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23日上午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继续审议预备役军官法修

正案草案、 人民调解法草案、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首

次审议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刑法

修正案(八)草案、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草案、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

等。吴邦国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彦林作的

关于预备役军官法修正案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全国

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

重庵作的关于人民调解法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全国人大法

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就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作为民

法草案作了说明， 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李适时向会议作了关

于代表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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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醉酒驾车和飙车

对公共安全产生很大威胁。有

关部门调查显示，2009年全国

查处酒后驾驶案件31.3万起，

其中醉酒驾驶4.2万起。醉酒驾

驶机动车和在城区飙车仍然是

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两大“马

路杀手”。

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首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 (八)草

案增加规定，将醉酒驾车、飙车

等此类危险行为入罪。 草案规

定：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 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处拘

役，并处罚金。

醉驾、飙车等行为拟入刑定罪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赵秉志介绍， 我国刑法中规定

了交通肇事罪， 必须是行为人

产生严重过失才给予刑事处

罚。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这次刑

法修改增加的规定， 是只要有

醉酒驾车、 飙车的危险驾驶行

为，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

将用刑法进行处罚。“因为醉

驾、 飙车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

为， 不能等到危险行为发生了

严重后果再治罪。”

赵秉志说，将醉驾、飙车等

行为入刑定罪，是立法保护民生

的体现，也是立法机关以人为本

理念在立法过程中的充分体现。

专家解读

对死刑的控制是国际的潮

流和趋势。 我国现有68个死刑

罪名。 全国人大常委会23日审

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首次

明确提出要取消现有的13个死

刑罪名， 这是1979年新中国刑

法颁布以来第一次削减死刑罪

名。

此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中，明确取消13个经济

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具体包

括：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

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

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

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 盗掘古文化

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

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首次削减死刑罪名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说：“拟取消

的13个死刑罪名， 占死刑罪名

总数的19.1%。根据我国现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适当取消

一些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

刑， 不会给社会稳定大局和治

安形势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刘明祥说， 国家最高立法机

关顺应死刑发展的全球趋势和

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

来削减死刑罪名非常必要。“毕

竟侵犯财产和人的生命没有办

法相比， 理论上很难说是罪刑

相适应。”他说。

专家解读

近日，重庆部分农民工在内蒙

古鄂尔多斯市因讨薪遭殴打；湖

北施恩多名农民工在福建讨薪被

打……为了保护劳动者获得劳动

报酬的权利，23日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首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

草案规定，对于有能力支付而

不支付或者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

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情

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恶意欠薪”将首次入罪

专家解读

有关专家指出， 对于一些社

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

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

段调整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

以利于对这类行为的预防和打

击。

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的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从五方

面进一步落实对未成年和老年人

犯罪的从宽处理。

草案规定， 对已满75周岁的

人，不适用死刑；不满18周岁犯罪

不作为累犯；对不满18周岁的人和

已满75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

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已满75

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未满18周岁的

人犯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

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

对“老、少”犯罪从宽处理 75岁以上罪犯不适用死刑

专家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刘明祥说，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犯

罪从宽处理， 主要是考虑到这两

类人群，在辨认、认知和控制自己

行为的能力方面与成年人存在差

距。

以重庆龚刚模案、樊奇杭案、文

强案为代表的打黑除恶行动， 在我

国掀起一阵打黑风暴。 统计显示，

2006年2月，我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 全国共打掉黑社会性质

组织1400多个，铲除恶势力1.6万余

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2万余起。

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的刑法修正案 (八) 草案中，将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的特征明确

写入草案，同时调整敲诈勒索罪的

入罪门槛，完善强迫交易罪、寻衅

滋事罪的规定。草案规定，组织、领

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加大“打黑除恶”力度

专家解读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

秉志说：“敲诈勒索等行为是黑社

会组织犯罪时惯用的手段。 这次

刑法修正案中， 对这些罪名有的

降低了入罪门槛， 以便能从更多

方面遏制黑恶势力发展。”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一名司机在接受酒精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