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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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
235
3262
47534
546394

每注奖金（元）

5000000
23298
1800
300
2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0
8
151
2170
25098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203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2 1 2 0 4 3 3

全国投注总额19885536元 本省投注总额 931132元
下期奖池：5000000.00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12069期

中奖号码：07、09、12、20、22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2069期 中奖号码：721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5195

0

10587

每注奖金（元）

1000

320

160

本省中奖注数（注）

140

0

265

全国投注总额34870410元 本省投注总额 991382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2069期中奖号码：72106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21

本省中奖注数（注）
3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全国投注总额 2091536元 本省投注总额 178084元

全国投注总额：66928026元，安徽投注总额：1511870元

奖级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18323

0
65669

安徽中奖注数（注）
439
0

1490

每注金额（元）
1000
320
160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2069期
中奖号码：693

全国投注总额：11038744元，安徽投注总额：359426元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3

17
464
1040
14498
19294

158654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1

18
43
437
703
5211

每注金额（元）

814304
20528
1504
200
5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玩法
第2012030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08、12、13、19、23、26、27
特别号码21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9

2476
43356

每注奖金（元）
23595

50
5

本省中奖注数
0

177
3258

彩票开奖台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17
263

每注奖金（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1700
2630

本期投注总额：17288元，奖池奖金：7213元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2069期

中奖号码：05、15、20、21、23

奖级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183

10412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33

1891

每注金额（元）

0
2678

10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2069期
中奖号码：01、02、05、08、15

六省市投注总额：1417864元，安徽投注总额：214314元
奖池奖金：6892565元

全国投注总额34870410元 本省投注总额 991382元

据新华社 朝中社3月 16日

报道，朝鲜将于４月发射使用自

己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光明星３

号”实用卫星，以迎接金日成主席

诞辰100周年。

据报道，朝鲜宇宙空间技术

委员会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表

示，朝鲜将发射的卫星是按照极

地轨道运行的地球观测卫星，将

于４月12日至16日之间使用“银

河３号”运载火箭从朝鲜平安北

道铁山郡的西海卫星发射场向南

发射。

这位发言人说，按照宇宙开

发与和平利用政策，朝鲜的科技

工作者曾成功地进行了两次试验

卫星发射，并以此为基础一直在

进行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实用

卫星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的科研工

作。在此期间，朝鲜在宇宙科技

领域取得了飞跃性进展，建立了

实用卫星发射和正常运作的牢固

物质基础。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朝鲜已

经设定了安全飞行轨道，运载火

箭的残骸不会对周边国家造成影

响。朝鲜将完全遵守有关国际规

定和惯例，最大限度地保证透明

度，为在宇宙科学研究和卫星发

射领域里增进国际信任和加强合

作作出贡献。

这位发言人最后表示，“光明

星３号”实用卫星的发射将有力

地鼓舞加紧建设强盛国家的朝鲜

军民，将成为把朝鲜和平利用宇

宙空间技术提升到新阶段的重要

契机。

朝鲜曾于 1998 年８月宣布

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光明星

１号”。2009 年４月５日，朝鲜

发射“光明星２号”试验通信卫

星，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主席

声明，谴责朝鲜的发射活动违背

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要求朝鲜

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发射活动。

阿富汗首都直升机坠毁
为今年以来第5起坠机事件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救援现场救援现场

朝鲜宣布将发射自主研发卫星

针对朝鲜3月16日宣布4月将

用远程火箭发射和平的人造卫星。

韩国、日本则回应称，朝鲜此举违反

联合国决议，要求其放弃计划。

3月16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

刘为民主持例行记者会。被问到

朝鲜宣布将于4月发射卫星，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时，刘为民表示：维

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

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也是国

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这也需要有

关各方都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际反应

据《环球时报》 韩国《东亚

日报》3月 15日刊登独家报道称，

中国政府于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

进行大规模无偿援助，援助物资

包括粮食、建材等，价值高达6亿

元人民币，堪称“史上最大规模”。

《东亚日报》引述数名“知情人

士”的话称，中国此次对朝无偿援

助计划方案于2月下旬确定，此次

援助与以往中国向朝鲜提供贷款

或双方物物交换的方式不同，完全

是无偿援助，因此是“中国援朝史上

最大规模的单笔无偿经济援助”。

报道称，1994年朝鲜金日成主席逝

世时，中国为了支持金正日体制的

稳定，曾不公开地对朝无偿援助了

10万吨粮食，“但此次无偿援助的

规模将是上次的两倍”，援助的内

容不仅有现金，还包括朝鲜最需要

的粮食、化肥和建筑材料等。

韩媒称中国援朝6亿元物资
系“史上最大规模”无偿援助

据中新社 阿富汗官方 3

月16日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

首都喀布尔附近坠毁，目前已致

14人丧生，多人受伤。

据阿富汗官方伊斯兰通讯

社消息，喀布尔刑事调查部门

负责人称，事发时直升机撞上

喀布尔巴格拉米区的一座房屋

后起火，目前已造成直升机所

载人员和被撞人员 14 人丧生，

另有多人受伤。该负责人称，

警方目前正在确认直升机所载

人员的国籍。

美联社援引北约驻阿富汗

部队发言人的话称，直升机属于

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

队，但目前不能确定该架飞机属

于哪个国家。他说：“我们正在

调查坠机事故的原因，但目前没

有收到当地发生反政府活动的

报告。”

土耳其外交部16日证实，一

架土耳其直升机在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郊外坠毁，但未透露坠机

事件造成的死亡情况。路透社

则报道称，遇难者中包括5名土

耳其士兵。

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

警方与当地居民目前正在事

故现场挖掘瓦砾堆搜救幸存

者。

这是阿富汗今年以来发生

的第5起直升机坠毁事件。

据《人民日报》 阿富汗塔

利班 3 月 15 日在其网站发表声

明称，决定自当日起中断正在卡

塔尔与美国进行的和谈，以抗议

美国未能明确在释放塔利班囚

犯等问题上的立场。

今年 1 月，塔利班首次宣布

在卡塔尔设立谈判办公室，与包

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进

行接触，这被舆论认为是阿富汗

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

另据报道，阿富汗总统卡

尔扎伊当天在喀布尔与到访的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举行会谈

时表示，希望通过双方共同努

力 ，实 现 比 原 计 划 早 一 年 即

2013 年底前完成阿富汗境内防

务交接的目标。同时，他呼吁

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

队 眼 下 应 尽 可 能 撤 回 主 要 基

地，结束在阿主要城市以外的

任务执行。

据新华社 德国联邦外贸与

投资署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1年全年共有来自世界33个国

家的827家企业在德国进行各类

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3％，其中中

国在德国的投资项目总数达158

个，成为在德国投资项目最多的

国家。

目前，海外资本在德国的投资

项目主要集中在建立新生产基地，

其中约20％的资金投向机械制造

业、汽车装配及零部件行业，13％的

投资用于新技术研发，大约6％的投

资用于开发可再生清洁能源。

另外，德国工商总会当天公

布的对约 7000 家企业的调查显

示，德国企业海外投资意向保持

高涨，其中44％的企业表示希望

2012年能到海外投资，而最有吸

引力的目的地仍然是中国。在希

望到海外投资的企业中，43％的

企业选择中国为投资目的地。

中国去年在德投资百余项目
成为在德国投资项目最多的国家

据新华社 土耳其外交部3

月 16日发表声明，要求在叙利亚

的土耳其公民撤离回国。

声明说，叙利亚局势持续动

荡对生活在该国的土耳其公民构

成严重安全威胁，因此土耳其强

烈要求其公民撤离叙利亚返回家

园。土耳其外交部还说，土耳其

驻叙利亚大使馆将于３月 22 日

停止办理领事工作。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当天对

新闻媒体表示，土耳其将考虑召

回其驻叙利亚大使，敦促在叙利

亚的土耳其公民撤离。

叙利亚2011年３月中旬爆发

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此后局

势持续动荡。政府和反对派之间

的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此

前，瑞士、加拿大等国已敦促本国

公民撤离叙利亚。

土耳其要求国民离开叙利亚

塔利班宣布中断与美国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