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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 199847525元本省投注总额 5252322元

奖等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
（追加）0

91
（追加）12

671
（追加）221

33886
（追加）10064

660095
（追加）210942

6330574

每注奖金（元）

10000000
0

93176
55905
4427
2656
200
100
10
5
5

本省中奖注数
0
0
0
0

17
2

846
139

17451
5562

171231

全国联网电脑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14119期

中奖号码：04、08、09、13、18+08+12

六省市投注总额：1055036元，安徽投注总额：93450元
奖池奖金：59714758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华东中奖注数（注）

0
1
6
48
915
24670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0
0
3
83

2252

每注金额（元）

0
52773
10000
500
50
5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4276期

中奖号码：497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10022

0

13486

每注奖金

（元）

1040

346

173

本省中奖注数

238

0

351

全国投注总额 8808420元 本省投注总额 318096元 本期投注总额：21690元，奖池奖金：16460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
0
8
305

每注奖金（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800
305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4276期

中奖号码01、04、17、20、22

彩票开奖台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4276期
中奖号码：4 6 0

全国投注总额：48959936元，安徽投注总额：1010758元

奖级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7355
0

24620

安徽中奖注数（注）
127
0

357

每注金额（元）
1040
346
173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

163

本省中奖注数（注）

30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4276期中奖号码：49727

中国福利彩票“乐透型15选5”玩法第2014276期
中奖号码：02、06、09、11、12

奖 等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127
7115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52

2698

每注金额（元）
0

2604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958644元，安徽投注总额：345024元
奖池奖金：501416元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6+1”玩法
第2014119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9 3 6 5 5 4生肖码：龙

10名遭劫持中国工人
11日在喀麦隆获释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沃

瑞棣11日证实，今年5月在喀北部被武装

分子劫持的10名中国工人11日获释。

这10名工人当天上午乘坐喀麦隆政

府专机平安抵达喀首都雅温得，沃瑞棣和

喀麦隆政府官员到机场迎接。中国援喀

医疗队医生对 10名工人进行了初步体

检，他们目前的健康状况尚可。

5月16日，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了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喀麦隆公司

在喀极北地区营地，一名中国员工被流弹

击中受伤，另有 10名中国员工被劫持。

事发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

要求外交部尽一切努力解救人质。

斯诺登再爆料称
美在中国等派驻间谍

据《中国日报》报道 爱德华·斯诺登

再度爆料，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最

高级别的“核心机密”行动，称NSA在中

国、德国、韩国等多个国家派驻间谍，并通

过“物理破坏”手段损毁、入侵网络设备。

文件显示，NSA不仅通过网络远程监

控，还通过“人力情报”(HUMINT)项目以

“定点袭击”的方式挖取机密。NSA把中

国、韩国和德国列为“定点袭击”的主要目

标，甚至在北京设置了“定点袭击前哨

站”。文件还曝光说，NSA在商业领域安

插有“卧底”间谍，但没有说明他们是作为

员工长期出现，还是偶尔暗中潜入。

一伊拉克记者及亲属
遭“伊斯兰国”处死

据新华社电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10月10日在伊北部萨拉赫丁省处决了一

名摄像记者及其3名亲属。

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伊斯兰国”

宣称37岁的伊拉克当地电视台摄像记者

拉阿德·阿扎维及其亲属向伊安全部队通

风报信，泄露“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行

踪。一个多月前，武装分子冲入阿扎维在

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市附近村庄的

家中，绑架了这名记者及其3名亲属。

综合中新社报道 美国纽约州州

府奥本尼的一户四口之家的华裔移民

10月 8日惨遭灭门。来自中国福建的

移民陈锦峰夫妇及其两个年幼的儿子，

被凶手以行刑的方式残忍杀害。10日

有华裔团体和受害者家属在新闻发布

会上呼吁警方尽快破案。

10月8日，纽约州州府奥本尼贵德

兰镇一户华裔四口之家惨遭灭门，来自

福州的陈锦峰夫妇和两个孩子惨遭行

刑式杀害。10日早晨，警方的证据技术

人员重返事发现场进行调查。官方10

日首次通报了遇难者的姓名。据州警

在10日举行的发布会上通报，调查人员

确认，遇难者为39岁的陈锦峰，38岁的

妻子李海燕，以及他们分别为7岁和10

岁的两个儿子。目前还没有人被逮捕，

当局也还没有公布尸检的结果。当地

执法官员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以调查

该地区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杀人案件。

目前，当地警方、纽约州警察和联邦

调查局(FBI)已经介入此案。纽约州警方

9日已经传唤多名证人，但最大困难是语

言不通。警方表示，案件相关证人都是

华人，英语能力十分有限，且他们日常生

活中所用语言也非当地华人常用的普通

话和粤语。美国猴峪同乡会表示将出资

5000美元悬赏缉拿凶手。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一名嫌犯，称该

案并不会对当地公共安全造成威胁。

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凶手所用凶器

和作案动机，尚未透露有关案件的更多

消息。

据了解，陈锦峰为福建猴屿人，其

父早年来美打拼并取得身份，他和兄弟

姐妹十几年前也纷纷移民美国。陈锦

峰曾与家人合伙经营过餐馆等。两年

前全家搬至贵德兰镇居住，两个孩子在

当地小学读书。近两年陈锦峰处于无

业状态。此前，有消息称，陈锦峰在家

非法经营地下赌场生意，因此导致金钱

纠纷。嫌犯极有可能为在陈家打麻将

的闽籍人士，因欠陈数万美元赌债而引

发命案。而该说法被陈家人否定。

据《环球时报》报道 据越

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7

日，在南海万安滩，一名越南海

军中尉在维修平台过程中遭遇

大风浪坠海身亡，遗体已于10

日由KN-812渔政船运回。

据悉，这名海军中尉是在

DK1/11号高脚平台上值班时

遭遇不测。这一高脚平台建于

1994年5月，至今仍在使用。

万安滩是中国南沙群岛

岛礁之一，位于北纬 7 度 28

分～33分，东经109度36～57

分范围内。位于南沙群岛西

部，在李准滩西南约35海里。

似新月形，东西长达63公里，

平均宽也有11公里。水深一

般在37～111米之间，个别17

米。越南占领万安滩后，改称

思征滩，在多块点礁上建有高

脚平台。

据中新社电 朝鲜10月10日在京畿

道涟川郡一带向韩国市民团体散发的对朝

传单开火，其中部分子弹落到韩方境内。

韩军随后利用K-6机关枪回射 40多发。

这是前方地区在2010年10月之后，时隔四

年再次爆发韩朝枪击战争。特别是，这是

朝鲜第一次对韩国散布传单的气球进行枪

击，并使子弹落到韩方境内。

10月10日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当

天，韩国民间团体不顾政府的反对，如期向

朝鲜散发了20万张传单。他们用10个大

型气球向朝鲜散发了传单、1美元纸币、碟

片和小册子，气球上还挂有谴责朝鲜的大

型横幅。当天下午2时许，装有韩国市民团

体对朝传单的大型气球在京畿道涟川郡中

面合水里一带升空，之后，朝军从当日下午

3点55分左右开始，利用14.5毫米高射机

枪向韩国市民团体散发的对朝传单开火。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相关人士表示：“在10

多分钟时间里，间歇地听到了多次枪声”，

“推测有10多发子弹”。

当地时间4点50分左右，韩国在民统

线附近的部队和涟川郡中面三串里中面事

务所一带发现数枚朝鲜子弹。对此，韩国

军方在下午5点30分左右通过广播警告朝

鲜“马上停止射击，否则将予以回击”，并向

朝军一般前哨(GP)方向发射40余发K-6

机关枪子弹，之后朝鲜军队使用推测为AK

步枪的武器向韩方GP进行枪击回应，韩军

再次发射数发K-2步枪子弹。

经确认，韩国军方和民间并未受到损

失。枪击战虽然在当日5点 50分宣告结

束，但韩国军方发出了“珍岛犬一号”局部

“挑衅”应对指令，直到当日晚上9点才宣布

解除。

韩国涟川郡中面横山里里长金鹤容表

示：“下午5点左右，在10分钟时间里不断

听到‘砰砰’、‘哐哐’的声音，感到非常害

怕”，“10多分钟后接到附近部队的消息说

‘情况属实，须立刻通知村庄居民转移到防

空洞躲避’，于是我马上在村子里进行广播

通知”。他说：“居民们都无法掩饰不安情

绪”，“必须克制散布对朝传单的行为”。

据悉，朝鲜对韩机构——祖国和平统

一委员会本月9日表示，韩国政府若允许民

间团体散发对朝传单，或是对这种行为给

予默认的话，韩朝关系将重新陷入无法挽

回的局面，而这一切的责任全在韩方。

发生事故的高脚平台

朝鲜首次向韩散布传单气球开火
子弹落到韩方境内，韩国村民转移到防空洞躲避

美国纽约州华裔一家四口惨遭灭门
FBI已介入调查，警方目前已经锁定一名嫌犯

越军官在侵占中国南海高脚平台坠亡

越军官遗体被运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