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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362
13697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38

1909

每注金额（元）

0
936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1112740元，安徽投注总额：141102元
奖池奖金：635972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18
532

每注奖额（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1800
532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1240期

中奖号码：03、06、12、14、25

本期投注总额：41572元，奖池奖金：49938元

彩票开奖台

全国投注总额：334043508元，安徽投注总额：10762640元
奖池奖金：159791712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1103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4、05、10、13、15、16 蓝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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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7

1179
67879
1314163
11826258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2
46
2176
41460
378563

每注奖金（元）

6857389
289463
3000
200
10
5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1239期中奖号码：882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
玩法开奖公告第2011239期
中奖号码：04、05、16、22、25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第2011239期
中奖号码：05、07、08、09、11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1239期 中奖号码：787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6+1”玩法

第2011103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185984生肖码：牛

全国联网电脑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11103期

中奖号码：03、04、26、29、34 01+03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1239期中奖号码：88266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
开奖公告第11239期

中奖号码：02、10、12、14、15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 11240期

中奖号码：06、13、16、20、22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10
1734
34825

每注奖金（元）

62375
5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2
73
2157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56700482元，安徽投注总额：1194512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1240期 中奖号码：08630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5558

0

11908

每注奖金（元）

1000
320

160

本省中奖注数（注）

94

0

361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18
325
3635
35137
403974

每注奖金（元）
0

18802
1800
300
2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0
12
145
1417
18057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110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2849296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15882908元 本省投注总额：708880元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1240期

中奖号码：02、08、09、12、14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29082872元 本省投注总额 778128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29082872元 本省投注总额 778128元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24
每注奖金（元）

100000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奖级

单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29069
72939

每注奖金（元）

1000
160

本省中奖注数（注）
497
1522

全国中奖注数（注）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1240期 中奖号码：0+8+6+3+0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1805274元 本省投注总额：128970元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1240期 中奖号码：975

据新华社电 日本媒体9月3日曝光，新任首相野田

佳彦曾非法收取来自在日韩国人的政治献金。共同社、

《朝日新闻》等以熟悉捐款者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野田

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未来会”2001年至2003年总计收取

这名韩国籍居民15.8万日元政治献金。

日本政府提供的“未来会”政治资金收支报告显示，

这名韩国人来自野田佳彦所属选区千叶县船桥市，是一

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当地旅日韩国人会社担任高

级职务。他以自己的日文名登记捐款者姓名。

野田的议员办公室说，野田及其助手不知道这名韩

国男子曾经捐款，将同专家调查这起事件，稍后会公布调

查结果。

为防止外国影响和干预国内政治，《政治资金规正

法》规定，政治家、即当选国会议员不得接受外国人或外

国法人提供的政治捐款，违者至多处以3年监禁或50万

日元（约合6490美元）罚款。《政治资金规正法》诉讼时

效为3年，即便野田收受外国人政治献金属实，也已过了

诉讼时效。不过，在野党可能会在国会追究野田的责任。

今年3月6日，时任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因非法收受一

名旅日韩国女性的政治献金而辞职。野田的前任菅直人3

月11日承认自己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草志会”曾接受一

名在日韩国人捐款，但当天发生的大地震让他躲过一劫。

日新首相被曝非法收政治献金
前原诚司之前因此而辞职 野田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据《法制晚报》报道 最近韩国总统李明博很出风

头，刚发生在女职员背部签名，被网民讽刺性骚扰事

件，昨天又当众与夫人热吻。

9月3日，韩国媒体拍到一张“劲爆”图片，韩国总

统李明博在汉城观看棒球比赛，与夫人当众激情拥

吻，场面十分恩爱（见右图）。好在这一举动没有在观

众席中引发骚动，只有坐在二人旁边的一位女士侧目

旁观。

这对韩国总统夫妇向来恩爱有加。据悉，李明博

夫人金润玉是丈夫成功背后的“坚强后盾”。金润玉

家境良好，毕业于韩国名校梨花女子大学保健教育学

系，大学期间还曾被选为“校花”。父母当年想找个

“检察官女婿”，反对她与李明博在一起，但金润玉还

是坚决地在1970年12月与李明博喜结连理。

当众激吻
韩总统夫妇很热辣

以色列40万人游行
抗议高房价和物价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9月3日晚发生全国范围大规

模游行示威，超过40万人上街抗议房价和物价高涨，要

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通货膨胀。

这一轮席卷全国的示威浪潮始于7月中旬，抗议者在

此期间举行了多场全国范围游行，此次参与人数创新高。

近年来，房价高企成为以色列社会焦点议题。2011

年一季度特拉维夫一套四室公寓均价达247万谢克尔

（合人民币约451万元），同比上涨12.3％。以色列中央统

计局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居民人均月工资8996谢

克尔（合人民币约 16400 元）。很多大学毕业生、退伍士

兵、年轻夫妇无力购置住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底曾推动立法简化新建

住宅和土地审批手续、改革房屋管理机构，紧急修建小

户型公寓，并承诺给5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教育，以缓解

社会危机。但示威者对政府方案并不满意，呼吁政府对

社会福利系统、税收体制等实行更深入的改革。

菲律宾总统结束访华
当天宣布买军舰部署南海

据《新闻晚报》报道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9月3日结

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天菲律宾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奥

班将军表示菲律宾海军明年将从美国购买第二艘汉密尔

顿级巡逻舰部署在南海，以提升菲律宾海军的巡逻能

力。在此之前，菲律宾海军已从美国购买了一艘二手巡

逻舰，8月刚刚从美国抵达菲律宾。

当下，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主权上存在争议，奥班认

为阿基诺这次访问中国后南海的紧张局势会有所降温。

不过，菲律宾在争议领土方面的强硬立场似乎并没有改变

多少。除了海军购买军舰之外，菲律宾空军也将购买6架

飞机来训练飞行员。另外，菲律宾方面将增加在争议海域

的巡逻力度，以保卫其在争议领域进行的石油开采活动。

据新华社电 阿尔及利亚媒体4日报道，卡扎菲政

权部分军队和情报机构官员近日试图通过阿利边界进

入阿尔及利亚境内，遭到阿方拒绝。

阿尔及利亚主要阿文报纸《消息报》当天援引安全

部门的消息说，近日，超过30名卡扎菲政权的军官和一

些武装人员试图通过阿利边界进入阿境内，被阿边防部

队禁止后，他们改向尼日尔方向而去。

报道说，因担心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掌权

后进行报复，目前仍有不少卡扎菲政权的军官在利

南部沙漠地带，试图获准进入阿尔及利亚。此前有

12 名卡扎菲政权的军警官员进入阿东南部伊利济

省避难，其中一些人在该省贾奈特市被阿宪兵部队

抓捕。

自利比亚冲突爆发以来，阿尔及利亚在边境地区增

派大量军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并于近期关闭了阿利

部分边界。

阿尔及利亚拒绝卡扎菲高官入境

据中新社电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9

月3日表示，反对派部队已包围苏尔特等四个城市，如果一

周之后当地抵抗武装仍未投降将进行强攻。卡扎菲的发

言人易卜拉欣则表示，卡扎菲支持者仍控制许多地区，“不

久将夺回的黎波里和其他一些城市，战斗远没有结束”。

贾利勒3日表示，将在10日前，完成对利领导人卡扎

菲最后四个据点的包围工作。此前，利比亚反对派称，10

日为卡扎菲主动投降的最后期限。据悉，在上述城市中，

包括卡扎菲的老家苏尔特以及另外三座城池。

卡扎菲的发言人易卜拉欣2日称，反对派如果不谈

判，将“永远无法管理这个国家”。

易卜拉欣告诉记者，称身处的黎波里南郊，“昨天和

赛义夫从南部出发，绕的黎波里行进”，与部族首领和卡

扎菲支持者会面。但没有说明具体藏身位置。来电显示

表明，电话号码是利比亚号码。

他说，卡扎菲支持者仍控制许多地区，“不久将夺回

的黎波里和其他一些城市，战斗远没有结束，我们将逐

街、逐屋地战斗……我们将夺回的黎波里。”

另外，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2日

说，委员会定于下周从班加西迁往首都的黎波里。

利反对派下最后通牒 卡扎菲扬言杀回的黎波里

因导致“两房”巨额损失

美国起诉17家银行
据《人民日报》报道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2日对华

尔街17家金融机构提起诉讼，称这些大银行通过提供不

实房贷信息，在过去几年里向政府支持的房利美和房地

美出售了价值近2000亿美元的高危房贷及抵押贷款担保

证券，导致“两房”巨额投资损失，要求银行赔偿“两房”损

失的本金、利息并支付罚金等。

被起诉的银行是华尔街最大的17家美国本土及外国

大银行，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集团、美林证券、摩根大通、摩

根士丹利、巴克莱银行、高盛、德意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

行、瑞士信贷等。这一起诉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

府针对华尔街大银行在房市崩溃及金融危机中的责任所采

取的最大规模的法律行动。传息传出，美国银行股大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