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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3255324元本省投注总额 805068元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53

本省中奖注数（注）

3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7320

0

14944

每注奖金（元）

1000

320

160

本省中奖注数（注）

156

0

329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3255324元本省投注总额 805068元

奖级
单选
组选三

全国中奖注数（注）
26753
39080

安徽中奖注数（注）
515
938

每注金额（元）
1000
320

全国销售总额：64320932元，安徽投注总额：1321662元

彩票开奖台

本期有效投注总额：13286元，奖池奖金：5991元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1067期 中奖号码：02、05、06、17、18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11
196

每注奖金（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1100
1960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2152864元本省投注总额 156902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11067期

中奖号码：02、05、10、12、22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25
2940
49941

每注奖金（元）

26327
5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2
158
3162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102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1 6 4 0 0 0 2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18088684元本省投注总额 843460元

奖级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派送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929

37581
85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69

3049
7

每注金额（元）

0
1247
10
3529

六省市投注总额：3617520元，安徽投注总额：304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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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

168
2311

33944
397090

每注奖金（元）
0

86723
1800
300
2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0
7

125
1416

1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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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8

1486
66329

1186099
9310200

每注奖金（元）
7001758
214474
3000
200
10
5

安徽省中奖注数（注）
1
3
78

2527
40267

314054
全国投注总额：298361906元，安徽投注总额：9890448元
奖池奖金：336778491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1029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

01、04、09、10、20、31蓝色球号码：07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1067期 中奖号码：03、04、08、10、15、派送号：06、13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1067期 中奖号码：413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1067期中奖号码：544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1067期中奖号码：41319

热点R

阿富汗东部一所学校发生爆炸
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市一所中

学15日上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导致1人死亡、1人受

伤。楠格哈尔省政府发言人阿卜杜勒扎伊说：“8时左

右，贾拉拉巴德市一所中学发生爆炸事件，造成两人受

伤，其中包括学校校长。”阿卜杜勒扎伊介绍，两名伤

者被送到当地医院救治，在爆炸中受伤的校长在医院

不治身亡。 闫亮 章建华

万象W
英健美先生变身性感女模

在经过多年内心挣扎后，英国一名健

硕男人终于在变性手术的帮助下，摇身变

成性感美女。

现年31岁的变性人克丽丝，在变性前

每天在健身房花数小时，练了一身肌肉，体

重达到101公斤。但是私下里，身高183cm

的克里斯(变性前的名字)却常年做女人打

扮。在2003年，她终于鼓足勇气，向大家

公布自己克丽丝的新身份。现在，克丽丝

已经从变性前的技工变成一名性感女模，

并且打算出她首张专辑。 据中新社

“换腹人”存活74天创奇迹
13个小时换了8个器官，全亚洲第二

例成功接受全腹腔八大器官移植的38岁

湖南男子冯德发获得了新生。这位“换腹

人”现已存活了74天，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冯德发家住湖南永州农村，去年9月，

冯德发被诊断为“抗磷脂综合征”。主治医

师贺志军介绍，由于这种病变累及整个门

静脉系统，随时都有大出血的可能。“该病

比较罕见，缺乏常规有效治疗手段，腹腔多

器官联合移植是唯一根治性治疗方法。”

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经过13个小

时的手术，冯德发成功接受来自同一供体

的肝、胰、脾、胃、十二指肠、小肠、结肠和阑

尾共8个脏器的联合移植。贺志军告诉记

者，手术非常成功，“他每多活一天都在创

造一个奇迹”。 帅才 谢樱

一日之最
一日之最

看点K
伊两万公务员学历造假

伊拉克国民议会一个调查小组成员

13日说，大约2万名政府职员涉嫌为获得

职位而伪造学历。

调查组成员莱拉·哈桑说，伪造学历

者可能包括“现政府或前政府”部长、副部

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哈桑拒绝公开这

些人的身份。他说：“不能原谅这些人。

否则，其他人今后也会这么做。”

美联社报道，伊拉克现阶段失业率为

15%。最近几年，伪造学历现象越来越多，

催生帮人伪造学历的黑市。一名自称“阿

布·海德尔”的“卖家”告诉美联社记者，想

获得中学“毕业证书”需花费大约1500美

元，一份“博士文凭”需7000美元。政治分

析师哈迪·贾洛说，伪造学历“给国家带来

破坏性影响，意味着管理国家的可能是一

些没有能力、甚至不识字的人”。

哈桑说，如果政府职员主动承认伪造

学历，议会将不要求他们退还薪水，否则

一经查实，这些造假职员可能得坐牢。

星报综合

法国是全球最贪睡国家
据外媒报道，根据经合组织对成员国

一项有关社会习惯的调查显示，法国人花

在睡觉上的时间名列工业化国家之首，每

天平均8.83小时，第二名是美国人的8.63

小时。

这项从2006年开始的调查显示，经合

组织30个成员国过去30年来花在工作上

的时间逐渐减少。

最贪睡的第三名是西班牙人平均每

天睡8.56小时。第四名是澳洲人的8.53

小时。第五名是加拿大人的8.48小时。

日、韩两国人的睡眠时间是被调查国家中

最短的，日本人每天睡7.83小时，韩国人

则是7.81小时。 中新网

□最美丽瞬间

捕捉到蝌蚪“微笑”

社会S
男子ATM机真币换成假钞

前天上午，在南京中华门附近一家银

行里，两名工作人员发现在一台存取款二

合一的ATM机器里有一笔1000元的退款，

清点时发现其中有一张百元钞票是假钞。

自动存取款机里面怎么会有假钞的？银行

方面果断报警。

警方立即介入调查，民警通过银行对

此台自动存取款机的交易记录，发现在3月

12 日晚 10 点 02 分出现过一笔异常交易记

录，也就是这笔1000元的退款。民警调看

了ATM机器的监控录像，发现当时的交易

过程画面竟然是黑的。而银行其他监控录

像显示，当时一名男子来到ATM机器前取

款，当取出 1000 元现钞后，并没有将钱拿

走，而是只取出一张百元钞票。随后，又从

口袋里拿出另一张百元钞票，放进了出钞

口。30秒之后，ATM机器的出钞口自动关

闭，钱又回到了机器里。换钱的整个过程，

那名男子始终都用自己的钱包将ATM机器

上的摄像头挡住，当银行卡退出之后，该男

子又迅速离开了银行。目前，当地警方正

在进一步调查此事。 裴睿

美国夏威夷一座火山爆发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夏威夷一座火山

近日爆发，喷发的熔岩在夏威夷火山国家

公园引起一场山林大火。该公园消防人员

14日称，自13日以来，山林大火已经烧毁至

少75英亩的山林。

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护林员雷恩

(Mardie Lane)表示，大火已经在桃金娘花

(Ohia)森林不断蔓延，该森林由于熔岩流经

已经被烧了至少2次。

基拉韦亚火山是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火

山之一，自 1983年 1月 3日以来连续喷发。

消防人员准备于15日驾驶直升机飞到空中

评估这次山林大火的形势。 星报综合

中国社保基金总规模达8568亿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15日

表示，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社保基金会管理

的基金总规模为8568亿元。比上年增加802亿

元，增长10.32％。戴相龙强调，今年要在投资管理

精细化方面狠下功夫，合理配置各类资产，提高长

期大额存款收益率，增加对社会保障房建设的支

持力度。 据新华社

□最残忍商贩

活乌龟被制成挂坠

朝鲜表示将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5日在平壤表示，

朝鲜将无条件参加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且

不反对在六方会谈中讨论铀浓缩问题。

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天援引这位发言人

的话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朝核问题六方

会谈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博罗达夫金近日访

问了朝鲜，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形势、重

开六方会谈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发言

人说，俄方表示，为了以政治外交方法解决

朝鲜半岛核问题，必须早日重开六方会谈；

同时，朝鲜应该采取建设性措施，暂时停止

核试验和试射弹道导弹，同意国际原子能

机构专家接近宁边地区的铀浓缩设施，并

同意在六方会谈中讨论铀浓缩问题。朝方

则表示，一旦六方会谈重开，朝鲜愿意在同

时行动的原则下，在履行六方会谈通过的

旨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的“9·19共同声明”

过程中讨论俄方提出的问题。

发言人说，俄方对朝鲜半岛局势恶化表示

担忧。为积极协助朝韩改善关系，俄罗斯认为

推进连接俄、朝、韩三国的铁路、天然气输送管

道和输电线路的三方合作具有特别意义。朝

鲜支持俄罗斯的这一合作计划，一旦合作方案

出台，朝鲜愿意积极加以研究。 据新华社

昨日，在北京电力医院门口，一小贩

正在兜售挂坠。挂坠是塑料透明的密封

袋，里面的液体为绿色或粉红色，活的小

金鱼、乌龟或金钱蛙在其中游动着。商贩

称，因为“龟”、“鱼”代表“吉祥”，所以“生

意很好”，每个5元钱。网友认为商贩之

举太残忍。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项

目主任华宁认为，销售活龟挂坠，是一种

虐待动物行为。 星报综合

农业部督查组赴河南严查“瘦肉精”
河南等地被曝出现“瘦肉精”猪肉，农业部高度

重视，昨日已责成河南、江苏农牧部门严肃查办，严

格整改，切实加强监管，并立即派出督查组赶赴河

南督导查处工作。据悉，“瘦肉精”被列为禁用药

品，禁止在饲料生产和饲养过程中使用，对于发现

的违法行为，要求监管部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

不姑息。 欣华

英国一名科学摄像师大卫使用高能

电子显微镜准确地捕捉到一只正在“微

笑”的蝌蚪。由于蝌蚪只有14天大，这一

“微笑”表情通过肉眼是无法看见的。小蝌

蚪有1厘米长，正在迅速地成长，对于这次

近距离观察，它似乎很开心。大卫透露说，

这只小蝌蚪的“微笑”，其实是它在刮下石

头上的藻类当作食物的一个动作。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