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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大乐透开1注千万头奖
奖池12.88亿元！

11月 1日，体彩大乐
透第21125期开奖，本期
全国共开出 1注 1000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
贵州遵义。今晚开奖前，
大乐透奖池高达12.88亿
元，敬请关注。 苏 彩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刮刮乐”
2021年 11月 1日江苏中奖注数

218378注，中奖金额4672365元。
福彩“快乐8”(第2021292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 9 12 18 19 21
23 27 29 30 31 34 39 41
42 52 53 58 70 71

福彩“双色球”（第2021125期）
红色球号码：14 19 20 23 24 31
蓝色球号码：9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4注 8898474元
二等奖 84注 232052元
三等奖 1239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5498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1292期）
中奖号码：1 3 6 10 1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54注 1225元
二等奖 5573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 58万元。
福彩3D（第2021292期）
中奖号码：9 5 4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1070注 1400元
组选3 0注 460元
组选6 4825注 230元
1D 803注 14元
2D 170注 140元

本期投注总额 515万元。

体彩“7位数”（第21167期）
中奖号码：9 2 3 2 6 9 3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2注 16458元
二等奖 36注 1828元

体彩“排列3”（第21292期）
中奖号码：5 2 1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751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991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292期）
中奖号码：5 2 1 2 9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60注 100000元

体彩“7星彩”（第21126期）
中奖号码：7 8 6 1 9 8 +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注 5000000元
二等奖 4注 81658元
三等奖 32注 3000元

南京家长有妙招：

家里设置“停机坪”
给孩子提供高质量陪伴

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炼油
厂小学骨干教师顾琳告诉记者：“现
在大部分学校都不让学生带手机，
所以在学校监管上，孩子们接触手
机的可能性很少，更重要的是放学
后、周末这些业余时间的监管。”

顾老师在每周六开设的“家长
学堂”中，向家长们介绍青少年沉迷
网络游戏的原因，让家长们从根本上
了解成因，从而避免孩子们过度沉迷
网络游戏。顾老师告诉记者，他们班
每年都会举办一个绘画比赛，让孩子
们画《我的超人爸爸》，从孩子们的
画中，爸爸们从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变成跟孩子们一块玩耍，家长在逐渐
意识到言传身教的重要性。

“在顾老师跟我们说了之后，我
们都很注意玩手机这件事，我们在
家里设置了一个‘停机坪’，我和孩
子爸爸到家后就要把手机放进去，
从小让孩子不要做低头族，减少孩
子沉迷网络的可能性。”南京市炼油
厂小学冯子宸妈妈告诉记者。

“家长们需要重视高质量陪伴
方式，广泛开展阅读、手工、绘画等
文体活动，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科
学对待、合理使用网络，自觉远离不
良网络诱惑。”顾老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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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等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
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各
地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管理工作。早在
今年8月份，国家新闻出版署也曾下发“史上最严”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管理文件，目前，收效如
何？扬子晚报记者进行了调查报道。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彬雯 王颖

《通知》指出：学校要严格校内教育
管理，做好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和校内互
联网上网服务设施保护工作。要加强
网络素养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各类文体
活动，引导中小学生正确认识、科学对
待、合理使用网络，自觉远离不良网络
诱惑。要推动家校协同发力，督促家长
履行好监护责任，发挥好榜样作用，帮

助孩子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通知》要求，网络游戏企业要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
《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
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
通知》（国新出发〔2021〕14号）规定，严
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
登录要求。所有网络游戏用户提交的

实名注册信息，必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
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验
证。验证为未成年人的用户，必须纳入
统一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管理。网络游
戏企业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
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中小学生提供1
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不得以任
何形式向中小学生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记者用未成年人身份注册了最近
很火的游戏《哈利波特：魔法觉醒》，记
者发现在游戏中首页就会有年龄提示，
登录游戏时有邮箱登录、微信登录等多
种方式，但每种方式都需要身份证号，
以确认玩家是否为未成年人。在未成
年人模式下，玩家只能在周五、周六、周
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晚8点到9点登录
游戏，如果在其他时间登录，系统会跳
出提醒并直接闪退关闭游戏。

记者注意到，游戏收费功能也对未

成年玩家做了限额，未满8周岁玩家不
能充值，8-16岁用户充值单次不能超
过50元，每月累计不能超过200元，16
岁以上单次不能超过100元，每月累计
不能超过400元。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企业严格的限
制下，网络游戏管控依旧存在漏洞。孩
子虽然不能用自己的身份证号登录游
戏，但是可以使用家长的身份证号或者
账号进行登录，有的孩子还可以在网上
租号玩游戏。记者发现，网上活跃着大

量账号出租平台。
南京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家长王先

生告诉记者，有一次半夜抓到儿子猫在
被窝里打游戏。孩子的“供述”更让他感
叹“防不胜防”，“竟然省下零花钱租了一
个账号，段位更高还没有时长限制。”

近年来，游戏行业快速发展，租号
生意水涨船高。就大部分网游而言，游
戏体验取决于充值金额，动辄上百元的
装备让不少追捧者望而却步，也让租号
平台从中嗅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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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规定时间游戏直接闪退关闭，但漏洞依然存在

《通知》要求：

记者以未成年人身份体验：

高速公路、大学校园、奶茶
店、居民小区、紫金山……这两
年来，南京很多地方都曾有野
猪出没。近年来野猪闯入人类
生活区的新闻频频出现。近日
国家林草局在发布会上提到，
国家林草局正在14个省份开
展野猪致害的综合试点防控，
将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江
苏尚未被列入试点防控，但有
关部门已在积极研究细节等。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李冲

栖息环境改善，多地野猪出没
相关规定：每平方公里不多于2只

随着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工程
实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最
近一段时间，野猪又频繁出没在各个城
市。10月24日晚，一头野猪在南京地
区的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导致一起汽
车追尾事故；而在前一天，一辆正常行
驶的面包车被横穿马路的野猪撞翻；10
月10日，一头约150斤重的野猪撞开南
京一家门面店后不断乱窜……

扬子晚报记者了解到，野猪不断进
入人类生活区，让人感慨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的同时，也备受其困扰。为了防止
野猪成为新问题，记者关注到，今年6月
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曾下发通知，要
求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通
知中提到，根据我国南北方自然条件差
异，建议在南方丘陵地带种群密度按2
只/平方公里控制标准；北方地区则按
1只/平方公里控制标准。

记者看到，目前全国多地出台了
方案措施，加强野猪危害防控。四川

林草局下发通知表示，将按照《防控野
猪危害技术要点》要求，制定试点方
案，组建猎捕队伍等科学开展猎捕活
动；安徽黄山也印发相关方案，划定狩
猎区和狩猎期，在禁猎区域和禁猎期
内，由于野猪数量增加，对农作物和人
畜造成危害不得不猎捕的，经批准，可
限时、限量猎捕。

记者发现，这些防控野猪危害的
方案措施包括，组织开展常态化巡护，
动态监测野猪数量和活动范围；结合
区域野猪种群分布情况制定试点方
案，组建专业护农狩猎队，以野猪频繁

“光顾”村作为科学实施种群调控重点
狩猎区域；对野猪活动频繁、种群数量
大的重点区域设置警示牌，提醒群众
避险等等。

142台监测设备，77个拍到野猪
专家：保护野生动物时要科学管理

扬子晚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目前国家林草局正在14个省份开展野
猪致害的综合试点防控，这14个省份

暂时没包含江苏。“但是江苏相关部门
也收到并转发了国家林草局的文件，
进行科学管理。”一位专业人士表示，
各地将进行细节方面的研究制定。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南京市绿化
园林局和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在南
京山林地区布设了142台监测设备，监
测南京野生动物多样性，其中重点关
注了野猪的情况。江苏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生态所副研究员丁晶晶表示，由
于野猪出现分布较广，在全市八个区
做了监测，每个区都监测到野猪出没，
142个监测点上，77个监测点拍到了
野猪。江宁、浦口和紫金山附近，野猪
出没频次较高，根据监测情况，南京野
猪的数量确实有所增长。

“野猪繁殖力较强，繁殖速度较
快，在江苏境内也没有天敌。有关专
家也在探讨，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
同时，进行科学管理。”丁晶晶表示，根
据目前监测情况，南京部分监测区域
的野猪可能已超过2只每平方公里的
标准。后期会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的文件，进行科学管理。

监测点监测到的野猪

南京部分区域野猪数量“超标”
防控野猪危害，江苏专家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