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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6

本省中奖注数（注）

1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4153期 中奖号码：308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4063

0

5695

每注奖金（元）

1000

320

160

本省中奖注数（注）

50

0

130

全国投注总额：23890826元 本省投注总额 604912元
下期奖池：5814423.84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4153期

中奖号码：30890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0
13
154
2370
32229
410830

每注奖金（元）
0

33748
1800
300
2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0
5
83
1124
14895

奖级
单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11104
32952

安徽中奖注数（注）
235
717

每注金额（元）
1000
160

全国投注总额：47671154元，安徽投注总额：995342元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4153期中奖号码：3 9 2

彩票开奖台

本期投注总额：23554元，奖池奖金：21343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8
310

每注奖金（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800
310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4153期 中奖号码：02、09、11、16、24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406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9 5 7 9 3 4 8

全国投注总额：16478052元 本省投注总额 605190元
下期奖池：44273403.45元

六省市投注总额：1311748元，安徽投注总额：308754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14
131
1283
66306
1260097
8217154

每注奖金（元）
5000000
174687
3000
200
10
5

安徽省中奖注数（注）
0
3
45
2280
41759
274623

全国投注总额：331291864元，安徽投注总额：11280620元
奖池奖金：50353786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4065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

03、04、05、08、10、22 蓝色球号码：06

奖级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138
11872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41
2606

每注金额（元）

0
3151
10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4153期

中奖号码：02、04、11、12、13

综合《人民日报》报道 可以生产80

枚核弹头的640千克钚在日前日本向

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的报告中“被蒸

发”。尽管日本政府给出并非故意漏报

的说辞，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质疑

与担忧并未减弱。

早在今年年初，日本保有大量敏感

核材料一事就引发世人的担心，这些敏

感核材料甚至包括能够直接用于制造

核武器的武器级钚和武器级铀。更值

得注意的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从核废

料中提取钚，加上上面提到的640千克

钚，日本目前拥有45吨可用于生产核武

器的钚，共可生产约5500枚核弹头。

有资料显示，日本已成为世界上唯

一可以进行乏燃料后处理的无核武国

家，拥有世界第一大后处理工厂。在无

核武器国家中，日本拥有最多的核材

料，远远超过其民用需求。

几十年来，日本刻意保持“离制造

核弹头只有一个螺丝刀的距离”，难怪

其盟友美国都表示，防止日本进行核武

装是美国外交的要点。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 640 千克钚

“被蒸发”，无疑不是并非故意漏报的说

辞就能遮掩过去的。国际社会需要保

持高度警惕，追查到底。

日本有45吨钚可生产5500枚核弹头

综合中新社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希

拉里9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她祝福曾与

丈夫克林顿传出绯闻的莫妮卡·莱温斯

基“过得好”，并称自己现在对那起事件

已不会想很多了。

希拉里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网(ABC)访问时说，早在事发当时，她就

面对过此事，现在她“已向前迈进”。

曾贵为第一夫人的希拉里还说，如

果她要对莱温斯基说什么的话，她会“祝

福她”。她希望莱温斯基“该是时候想想

自己的生活”，找出生命的意义与乐趣。

据悉，莱温斯基在上月接受“浮华世

界”杂志专访时表示，前总统克林顿“占她

便宜”，但两人之间是“你情我愿”。希拉

里则说，现在“对这件事不会想很多了”。

希拉里还透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

其家庭秘密。希拉里称，2001年克林顿

卸任总统搬离白宫时，其全家经济情况

很糟糕，背负沉重债务，生活十分窘

迫。“我们从白宫搬出来时，（我丈夫）欠

下了很多法律费用上的债务，因此我们

需要拼凑各种资源缴纳房贷和女儿切

尔西的学费等。”

希拉里说：“我丈夫工作很努力，这

让我感到很惊奇。首先，我们要付清所

有的贷款。他不仅要交税、还贷，还要

给我们买房子、照顾家庭。”

据报道，克林顿在2012年一年发表

了72场演讲，赚取了1700万美元。而

希拉里本人也是赚钱高手，她积极投身

演讲活动，平均每场演讲能赚得20万美

元，与丈夫的演讲费用相当。

目前，希拉里正在为其新书《艰难

的抉择》做宣传，外界认为此举是她在

为2016年总统选举做准备。

希拉里再忆丈夫克林顿性丑闻
谈起莱温斯基称会祝福她，透露克林顿卸任时债务缠身

船长等4人被控谋杀罪

目前沉船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升

至292人，仍有12人下落不明。“岁月”

号沉没时，船上共有船务人员29人，其

中22人生还，生还船员中15人是负责

船只航行的航务人员，另7人为厨师等

其他服务人员。已有的证据表明，船长

和部分船员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救

助乘客，反而自顾逃生。

随着调查的深入，韩国检警联合调

查本部发现在涉案船员中，没有任何人

采取救助乘客措施，因此调查本部考虑

对这些船员适用“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的法律规定。如果在此次“岁月”号沉

船事件中，韩国司法机关以“不作为故

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将开启国际

间在追究海难事故类犯罪的一个先

例。而根据韩国刑法第250条杀人罪的

规定，判处五年以上到十五年有期徒刑

甚至更重的刑罚都在选择之中。

5月15日，韩国检方和警方联合调

查本部对“岁月”号客轮的15名船员进

行逮捕起诉，其中船长李某、一等航海

师、二等航海师和轮机长等4人被控谋

杀罪，另外11人则被控渎职罪。

被告面露笑容引愤怒

在案件开庭前，一名沉船遇难者家

属委员会的代表宣读了发给记者们的

一份声明，该声明称家属委员会要求法

庭对15名被告船员进行严惩。

昨日在庭审现场，一些遇难者亲属

和檀园高中的学生不时抽泣，当受审船

员出现在3名法官面前时，听众席上的

人们发出了叹息和哭泣的声音。

而当一名被告人脸上出现笑容时，

在场人员顿时爆发，法官随即要求被告

对死者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另有一名法

官要求观众席保持安静，在表达了他的

哀悼后，他称被告有权作出自我辩护。

因客轮沉没事件，韩国前总理郑烘

原引咎辞职。在公审同一天，韩国总统

朴槿惠提名韩国《中央日报》前总编辑

文昌克为新任韩国总理，提名韩驻日大

使李丙琪为新任国家情报院院长。韩

政府表示，希望两新任官员积极推进韩

国政府改革，推动社会管理步入正轨。

就越干扰南海钻井作业
中国照会潘基文表立场

据新华社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王民9日就越南非法强力干扰中建南项

目一事照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转去中

国的立场文件《“981”钻井平台作业：越南

的挑衅和中国的立场》，并要求秘书长将

中国的立场文件作为联合国大会文件散

发给联合国全体会员国。

立场文件附有中国企业在中国西沙群

岛毗连区内的作业位置图以及长期以来越

方承认中方对西沙群岛主权的相关材料。

照会递交后，王民向媒体表示，中方

递交照会的目的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

立场，讲清真相，以正视听。王民强调，西

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

议。中方规劝越方从维护中越关系和南

海和平稳定大局出发，尊重中方的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立即停止对中方作业

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扰并撤走现场所有船

只和人员，缓和紧张局势，使海上尽快恢

复平静。中方将继续努力同越方沟通，争

取妥善处理当前事态。

美联邦最高法院裁定：
亲属移民申请不能超21岁

据中新社电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日

裁定，那些和父母一起等待移民签证的孩

子一旦满21岁，则不再有资格申请。

该最高法庭裁定，只有在非常有限的

情况下，联邦移民法律才会允许已经成年

的“孩子”保留原有的排期。根据美国法

律，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可以申请亲戚

移民。但是，申请者常常要等待数年才能

拿到移民签证，并且，每年移民申请签证

的配额也有限制。据报道，该裁定与此前

数项关于大量无人陪伴儿童非法滞留在

美国边境的报告并无联系。

约35名阿富汗大学教师
被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劫持

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地方官员10日

说，约35名大学教师当天在阿中部加兹

尼省被劫持。

加兹尼省政府发言人沙菲克·南10日

对记者说，一伙武装分子当天上午在该省拦

截了一辆载有大学教师的大客车，武装分子

点燃大客车并将车上约35名教师劫持。

沙菲克说，劫持事件发生在连接阿富

汗坎大哈和喀布尔的高速公路上，事发时

被劫教师正从坎大哈前往喀布尔。目前，

尚无组织宣称制造该事件。

随着阿富汗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临

近，阿国内安全局势面临严峻挑战。阿政

府高级官员、安全人员、法官等常常成为

塔利班袭击的对象。

韩沉船事故公审 船长被控谋杀罪
庭审中被告人面露笑容引愤怒，或开启国际海难追责先例

船长被押前往法院

韩国“岁月”号客轮沉船事故10
日迎来首次公审，对涉事船员进行审
判。案件在韩国光州地方法院开庭，
15名被告船员全部出庭。

据了解，船长4人被控谋杀罪，另
外11人则被控渎职罪。庭审中，被告
人面露笑容引起民众愤怒。

综合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