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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日，体彩超级大

乐透第22069期前区开出号

码“02、03、23、28、35”，后区

开出号码“02、09”。当期全

国销量为 2.93亿元，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1.05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2注一

等奖，分别落在天津市东丽

区、湖北省宜昌市。由于此

次两位幸运儿都采用了追加

投注，在揽得单注1000万元

基本投注奖金之余，还各揽

得 800 万元的追加投注奖

金，从而单注总奖金都达到

了封顶的1800万元。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

的投注方式，在 2元基本投

注的基础上，多花 1 元进行

追加投注，可多得80%的浮

动奖奖金。

数据显示，当期两位幸

运儿都是通过15元5注号码

追加投注单式票，擒获 1800

万元追加头奖。

二等奖开出79注，每注

奖金15.04万余元；其中36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12.03万余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 27.08万余

元。

三等奖开出 178 注，单

注奖金1万元。四等奖开出

768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

五等奖开出 16584 注，单注

奖金 300 元。六等奖开出

24958注，单注奖金200元。

七等奖开出 32450 注，单注

奖金 100 元。八等奖开出

745701 注，单注奖金 15 元。

九等奖开出 8275733 注，单

注奖金5元。

在奖池方面，当期开奖

结束后，12.52亿元滚存至6月

22日（周三）开奖的第22070

期。 （体彩）

体彩超级大乐透开出2注1800万元一等奖

新华社石家庄6月21日电
（记者杨帆 齐雷杰）河北省纪
委监委21日通报称，河北省纪
检监察机关对唐山市某烧烤店
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
及其他相关案件涉及的公职人
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依
纪依法开展审查调查。

目前，经河北省纪委监委
指定管辖，唐山市路北区政府
党组成员、副区长，市公安局路

北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马爱军，
正接受廊坊市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经唐山市纪委
监委指定管辖，唐山市公安局
路北分局机场路派出所所长胡
斌、长虹道警务站副站长韩志
勇、机场路派出所民警陈志伟、
光明里派出所原所长范立峰，
正分别接受唐山市曹妃甸区纪
委监委、唐山市丰南区纪委监
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局长
马爱军等人接受审查调查

新华社石家庄6月21日电
（记者杨帆 齐雷杰）6 月 10 日
凌晨，唐山市路北区某烧烤店
发生一起寻衅滋事、暴力殴打
他人案件，造成恶劣影响，引
发广泛关注。21日，河北省公
安厅通报了相关事件侦办进
展。

通报称，案发后河北省
委、省政府、公安部要求迅速
查清全案，依法严惩犯罪。河
北省公安厅组织指挥案件侦
办并指定异地管辖，公安部迅
速 派 出 专 家 组 一 线 指 导 督
导。唐山、廊坊等地公安机关
迅速行动，经全力工作，目前
案件侦办取得阶段性进展。

经查，2022年6月7日，陈
某亮（男，43岁）等4人从江苏
驾车至河北唐山，与陈某志
（男，41岁）等人合谋实施网络
赌博洗钱违法犯罪活动。6月
10日凌晨，陈某志等5人与陈
某亮等4人在唐山市路北区某
烧烤店聚餐饮酒。其间，2时
40分，陈某志对下班后在同店
就餐的王某某（女，31岁）进行

骚扰，遭拒后伙同马某齐（男，
25 岁）、陈某亮等人，对王某
某、刘某某（女，29岁）等4人进
行殴打，2时47分逃离，2时55
分 4 名被害人由 120 送医。2
时41分接群众报警后，唐山市
公安局路北分局机场路派出
所民警率辅警于3时9分赶到
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在公安部统一组织指挥
下，河北、江苏公安机关密切
配合，于 6 月 11 日将 9 名涉案
人员（7 男 2 女）全部抓获。6
月12日，经检察机关批准，9名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被害人就医后，远某（女，
24岁）、李某（女，29岁）经医院
检查无须留院治疗后自行离
开；王某某、刘某某在普通病
房住院接受治疗，目前伤情已
好转。6月20日，司法鉴定科
学研究院出具了司法鉴定意
见书，王某某、刘某某损伤程
度为轻伤（二级），远某、李某
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公安机关在侦办此案过
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陈某志

其他违法犯罪线索：2015年 12
月 12日，陈某志以追讨索要债
务为由，指使刘某、高某、侯某
亮、王某对商某凯实施殴打后
非法拘禁，经伤情鉴定商某凯
为轻伤。2018年9月23日，陈
某志明知他人向其抵债的轿
车为盗抢车辆，仍指使么某
宇、范某松隐瞒事实将该车质
押贷款14.8万元。2022年6月
9日，陈某志、陈某亮、李某等7
人在唐山某酒店实施网络赌
博洗钱违法犯罪活动，涉案资
金66.03万元。上述犯罪嫌疑
人已被抓获归案。此外，公安
机关还发现陈某志、陈某亮、
沈某俊、马某齐、李某等人
其他寻衅滋事、聚众斗殴、
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线索，
相 关 人 员 是 否 涉 嫌 黑 恶 组
织犯罪，目前正在加紧侦查
调查。

连日来，唐山市县两级公
安机关开通举报电话、设立举
报邮箱，并通过现场接待、网
上搜集等，深入发动群众举报
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

正在全面梳理研判，逐一核
查、分类处理，对重点线索特
别是涉黑涉恶线索，采取挂
牌督办、异地用警、提级管
辖等方式，迅速依法开展核
查调查，坚决查清查透查彻
底。

在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

作的同时，公安警务督察部门
会同纪检监察机关及时介入，
对出警不及时、执法不规范及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开展深入
调查，目前已有警务人员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唐山市
公安局对路北分局副局长李
某予以免职。

河北省公安厅通报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侦办进展

9名嫌犯被批准逮捕 被害人两人轻伤（二级）两人轻微伤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王希）挖掘岗位潜力、启动
夏季招聘、线上线下结合……记
者从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的

“国资央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专题部署视频会”上了
解到，国资国企将多措并举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今年招收
高校毕业生人数要在去年基础
上有更大的增幅。

会议提出，各中央企业、
地方国资委要进一步挖掘岗
位潜力，把当前用人所需与超
前储备人才结合起来，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原创技术策源地
企业、现代产业链“链长”企
业，要带动创新联合体、上下
游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会议要求，要统筹做好线
上线下招聘工作，在落实去年
秋招、今年春招的基础上，尽
快集中启动夏季招聘，集中岗
位资源、集中发布信息、集中
线上招聘，形成国资国企促就
业的良好氛围。

6月20日，以人力资源服
务为主业的中央企业中智公
司，依托旗下中智招聘网平台
（https://zhaopin.ciic.com.cn），正
式启动了以高校毕业生为服务对
象的“2022夏季央企大型网络招
聘活动”。

中央企业国投集团所属
国投人力公司依托国聘平台
（cujiuye.iguopin.com），日前正
式推出了“国资央企促就业夏
季招聘”大型网络招聘活动，为
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
优质、高效、放心的全流程服
务。

国资国企进一步
挖掘岗位促就业

相关链接

6月21日，在广东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铁厂村，消防救援人员
转移被困群众。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韶关市三防指挥部决
定于 6 月 21 日 7 时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Ⅰ级应急响
应。 新华社发（周思涛 摄）

韶关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