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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 日美将出台钓鱼岛防卫计划

外交部：任何外来压力都不能动摇中方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

@看点 @社会 @万象 @一日之最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1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3073期

中奖号码：04357

全国投注总额：27484030元 本省投注总额：833508元
下期奖池：757801.88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3073期

中奖号码：043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3173

0

7976

每注奖金（元）

1000

320

160

本省中奖注数

54

0

188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26

2715
43658

每注奖金（元）
19094
5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3

199
3496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13073期

中奖号码：04、10、12、13、14

全国投注总额：1735708元 本省投注总额：140236元

奖级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80133
0
0

安徽中奖注数（注）
2239
0
0

每注金额（元）
1000
320
160

全国联网电脑福利彩票3D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3073期
中奖号码：2 2 2

全国投注总额：60128994元，安徽投注总额：1442086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1
42
669

每注奖额（元）
13512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13512
4200
669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3073期

中奖号码：04、13、18、22、23

本期投注总额：22842元

彩票开奖台

奖级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249

11170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77

3301

每注金额（元）

0
1663
10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3073期 中奖号码：02、03、08、09、13

六省市投注总额：1246620元，安徽投注总额：325740元
奖池奖金：3227555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3032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4、21、25、29、30、33
蓝色球号码：03

全国投注总额：365616360元，安徽投注总额：12879084元
奖池奖金：185170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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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8
1043
55516
1043488
11014833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3
33

1926
38004
393021

每注金额（元）
10000000
438576
3000
200
10
5

停车位里逆向停车也要罚
20日，广州车主王小姐把车停

在划黄框的停车位里，但还是有交

警现场拍照开罚单。交警解释说，

是车头停的方向不正确。 朱玉峰

孩子哭着追公交
妈妈央求司机开门被拒

16日傍晚，张女士（化姓）在南

京随家仓与7岁儿子走散了。焦急

的她上公交车去找儿子，没注意车

发动了，司机到下一站才肯停车。

好在孩子看到她上车，一边哭一边

追着公交跑。网友责备司机处事不

够灵活，也有人认为张女士看管孩

子存在疏忽。 是钟寅

不愿分手半夜闯情人家
小三与夫妻俩躺一起

45岁的王先生家有妻儿，去年5

月，他与林小姐在广西阳朔县开始同

居。今年春节，被妻子识破包小三的

王先生承诺不再与林交往。结果林

小姐毫不忌讳自己的小三身份，敲开

情人王先生的家门，直接上了床，和

王先生夫妇一起躺在床上。这样的

情况多次发生，王先生妻子也找林小

姐多次谈过，但都无济于事，夫妻两

人只好忍气吞声。 高峰

“千滚水”会致癌？假的！
千滚水，就是多次煮沸的水。

网传“千滚水”的亚硝酸盐含量会比

原来提高几十倍，有致癌风险。专

家将烧开不同次数的水做了对比，

结果发现，水加热次数多，亚硝酸盐

含量的增幅很小，几乎对人体不造

成任何影响。“千滚水”无害，但不提

倡过多饮用。 苏淳

美一16岁少年认错家门
翻窗闯邻宅遭枪杀

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对夫妇19日

说，他们的儿子17日凌晨认错家门、

翻窗进入邻居家中后遭枪杀，他们原

谅了那名邻居。警官迈克·查普曼

说，开枪人不会受到指控，因为他可

能因为受到惊吓而开枪。 李新华

晚饭晚吃更易变大肚腩
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发现，早餐摄

入的脂肪只有一小部分被储存在腰

腹部，而晚餐摄入的脂肪大约一半被

储存。脂肪摄入时间越晚，越容易储

存在腰腹部，因人体激素水平晚间发

生变化，令腰身脂肪更易“诱捕”血液

中的脂肪液滴。 胡梦凡

沈阳出现一元纸钞假币

近日，不少沈阳市民称买东西

时，收到面值为一元的纸钞假币，而

因为面值小，所以当时并没有注意

到，只是再次使用时，才发现钱是假

的。而这些混在真币中找零的假币

竟印着“中国儿童银行”。 刘诚

手机短信2年后成历史？
据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两个月手

机用户使用点对点短信下滑10.6%，

微博、微信对短信的替代作用显著，不

仅降低了用户发短信的频次，还减少

了信息服务订购量。业内预言，2015

年，手机短信将成历史。手机短信会

像BB机一样被时代终结吗？ 宋志航

最新发明

“懒人牙刷”刷牙用舌头

加拿大两名男子发明了新一代

牙刷。人们在使用这种牙刷的时候不

用动手，只需将牙刷套在舌头上，轻轻

一舔，就能把牙齿刷干净。据报道，这

款牙刷是一种半圆形的橡胶套，其表

面的突起可以清理牙齿上的污垢。此

外，这款牙刷还自带牙膏涂层，省去了

挤牙膏的麻烦。两名设计者非常看好

他们作品的发展前景。其中一人表

示，“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工业设计，相

信未来会得到普及，因为这种牙刷显

然更加便捷卫生 。” 叶士春

最可怜的女孩

自称将死却一语成谶
英 国 14

岁女孩凯特

琳·劳里日前

乘坐其父亲

的朋友海特

驾驶的汽车，

打算前往银

行。不料海

特之前曾大

量饮酒，血液内酒精含量超标近一

倍。而他在路上更是超速驾驶，这令

凯特琳心惊胆战。凯特琳在社交网

站上发信息称：“我想我快要死了。”

不料竟一语成谶。几分钟后，凯特琳

在车祸中身亡。事后海特承认自己

醉驾导致他人死亡。法院判处其6

年监禁，并吊销其驾照2年。张艾京

浙江大学制造最轻材料
仅是空气密度的1/6

浙江大学

高分子系高超

教授的课题组

制备出了一种

超 轻 气 凝 胶

——它刷新了

目前世界上最

轻材料的纪录，弹性和吸油能力令人

惊喜。这种被称为“全碳气凝胶”的

固态材料密度为每立方厘米0.16毫

克，仅是空气密度的1/6。日前，这一

进展被《自然》杂志在“研究要闻”栏

目中重点配图评论。该材料性能优

越，因其具有高弹性、强吸附，应用前

景广阔。图为约8立方厘米的“碳海

绵”立在桃花花蕊上。 汪晓勇

吉拉德继续担任澳总理
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21日陷入

短暂危机。由于前领袖陆克文在最

后时刻选择不挑战现任领袖朱莉娅·
吉拉德，后者安然渡过危机，继续担

任总理。分析人士认为，陆克文选择

不去挑战吉拉德，是因为他没能在党

内获得足够多的支持票。 徐海静

被指接受性贿赂
韩国法务部副部长请辞

上任6天的韩国法务部副部长金

学义(57岁)，被指接受性贿赂于21日

请辞。但他本人表示，性接待传闻并

不属实。当天，金学义通过书面资料

表示，“一切都不是事实，但自己的名

字和职位牵连到这种不光彩的事情，

本人无法再执行被赋予的重任。为了

不连累新政府，本人愿辞去职务。恢

复普通人身份后将全力澄清自己的清

白，追究责任，恢复名誉。” 赵海涛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美两国政府开

始针对钓鱼岛问题制定联合作战计划一

事日前曝光。预计日本统合幕僚长(相当

于总参谋长)岩崎茂与美国太平洋军司令

洛克利尔21日在夏威夷会谈时，将就加

速制定作战计划展开磋商。

据报道，日本自卫队的最高指挥官

与美国太平洋军司令在夏威夷举行会

谈，双方将协商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日

美共同作战计划。这一共同作战计划

是以所谓的日本领土遭到第三方攻击

为前提设定的，具体内容除了日本自卫

队如何与美军配合作战之外，还将包括

以下三点内容：第一，自卫队对美军的

补给和运送活动的支援；第二，美军紧

急使用日本的机场和港口，道路的选

定；第三，伤员的救治和运送，救治医院

的选定等。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1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任何外来压力都不能动摇中国

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定意

志和决心。

洪磊说，中方对有关日美将就钓鱼岛

“不测事态”制定一份“共同作战计划”报

道表示严重关切。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

土，中国政府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

认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再生事端，只

是在玩一手硬一手软的把戏，为了给将来

可能的谈判赚取一点筹码。

综合新华社、《中国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