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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126
6106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65

2533

每注金额（元）

0
2615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934888元，安徽投注总额：349670元
奖池奖金：568912元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4277期

中奖号码：01、03、08、12、14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19
360

每注奖额（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1900
360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4277期

中奖号码：07、14、18、22、25

本期投注总额：22894元，奖池奖金：22178元

彩票开奖台

全国投注总额：412610364元，安徽投注总额：13913354元
奖池奖金：348405240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4118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5、07、15、18、26、30 蓝球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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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28
2273

100809
1756790

10119046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10
62

3019
57628

326435

每注奖金（元）

6427135
81581
3000
200
10
5

全国投注总额：48751706元，安徽投注总额：1053082元

奖级

单选

组选三

全国中奖注数（注）

23314
33637

每注奖金（元）

1040
346

本省中奖注数（注）
453
985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4277期
中奖号码：669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4277期 中奖号码：513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5748

0

14111

每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本省中奖注数（注）

132

0

353

排列五全国投注总额 8658188元 本省投注总额 244646元
下期奖池：5787678.50元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41
每注奖金（元）

100000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4277期 中奖号码：51331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13
226

2873
37151

416081

每注奖金（元）
0

32046
1800
300
2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0
5

138
1466
15778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411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9183195

全国投注总额 16853396元 本省投注总额 631478元
下期奖池：55328722.85元

全国中奖注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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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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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4276期中奖号码：4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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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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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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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媒称，白宫10日说，有关朝鲜发

生军事政变的传言看起来是“假的”。

据韩联社10月10日报道，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帕特里克·文特雷尔

说：“我们也看到了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

的报道，鉴于朝鲜政权是世界上最不透

明的政权，这不足为奇，对此几乎没有可

靠和可公开获得的信息。”他说：“关于政

变的传言，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看起来

是假的。”文特雷尔还说，鉴于朝鲜对“我

们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构成威胁，对美

国国家安全也构成直接威胁，美国“非常

密切地”监视朝鲜的情况。

据路透社10月10日报道，一名接

近朝鲜领导层的消息人士说，朝鲜领导

人金正恩牢牢掌握着政府，但在参加一

场军事训练时伤了腿。通常事无巨细

地记录金正恩活动的朝鲜官方媒体自9

月3日报道金正恩与妻子参加一场音乐

会后，再未有过其公开活动的报道。官

方的朝中社也说，他没有出席10日举行

的一场政治纪念活动。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

路透社说：“他要求所有将军参加训练，

他自己也参加。他们摸爬滚打，然后他

在8月底或者9月初训练时伤了脚踝和

膝盖，因为他太胖了。最初他还一瘸一

拐地走，但后来伤情恶化了。”

报道说，这并不是金正恩第一次

“隐身”：2012年6月，在掌权6个月后，

官方媒体有23天没有报道他的行踪和

刊登他的照片。金正恩在之后的一个

月重新出现。

这名了解金正恩健康状况的消息

人士还说，有关政变的传言是“胡说”。

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朝鲜交流”组织

负责人安德赖·阿布拉哈米安说，金正恩

不大可能被篡权。他说：“金正恩一直与

其他关键人物分享权力，即使内部权力

平衡发生变化，他们也不大可能想去除

他，因为他具有不可比拟的象征价值。”

首尔延世大学朝鲜问题分析人士

约翰·德勒里说，金正恩未公开露面的

原因是该国宣传机构试图保护领导人

的公众形象。

德勒里说：“身体问题会带来审美

影响。朝鲜政权对于形象异常重视。

一切都需要经过设计，尤其是涉及领导

人的时候。” 据《参考消息》

据新华社电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

间买过红牛饮料，而且你身处美国，快

去领取赔偿金吧！最近，功能性饮料红

牛在美国“摆平”了两桩集体诉讼官司，

同意向消费者支付 1300 万美元赔偿

金，用以补偿不实广告语对消费者带来

的伤害。

明年5月前完成审批

红牛在美国和欧洲的广告语是“红

牛给你双翅膀”，但红牛最终承认，“红

牛给不了你翅膀”，因此同意赔钱。

按《每日邮报》的说法，红牛同意向

200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日期

间在美国购买过红牛饮料的人赔偿总

计1300万美元的赔偿金，每人得到的

赔偿金按申请赔偿的总人数计算。申

请赔偿的消费者不必出具发票等证明，

只需下载申请表填写即可。

申请截止日期为2015年3月2日,

红牛会在明年5月前完成审批，并在此

后150天内发放赔偿金。尽管同意给

钱，但红牛美国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

红牛本无意借助广告词误导消费者。

现每人只能获赔3美元

不过，可能由于申请者太多，公司

负责纠纷的一个网站自本月8日起一直

处于瘫痪状态。据《每日邮报》报道，在

过去 24小时该网站有 4600万次访问

量，而且很多去申请的人并没有真正购

买红牛饮料。

而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如今

估计赔偿金只有3美元了。而据《每日

邮报》报道，最先开始每人可获得10美

元现金，或者价值15美元的红牛产品。

七嘴八舌

@maorabbit:到义乌采购点塑料翅

膀送给消费者不就行了吗?

@珏另:突然想到了好多人最大的

梦想——有朝一日能吃上方便面包装

袋上的那种面……

@呆若木鸡 4321:我走了,我要去告

老婆饼。

喝了红牛没长“翅膀”

红牛向消费者赔偿1300万美元

金正恩疑为军事训练时腿部受伤
隐身或为保护形象

普京下令从俄乌边境地区
撤回17600名俄士兵

据中新社电 外媒12日报道，俄罗

斯总统普京已下令要求在俄西南部罗斯

托夫地区靠近乌克兰边境的17600名俄

军士兵返回常驻基地。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于当地时间11日

晚间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命令俄国防部

长着手将17600名在罗斯托夫地区靠近

乌克兰边境的俄军士兵撤回常驻基地。

克里姆林宫称，今年整个夏季，这些士兵

都在罗斯托夫地区参加演习。

克里姆林宫称，11日当天，普京与俄

国防部长绍伊古召开会议。在听取有关

俄罗斯西南部军事地区夏季军事训练结

束的报告后，普京下令撤回俄军士兵。

另据报道，普京将于当地时间10月

17日参加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盟与亚

洲领导人峰会(ASEM)。届时，他可能会

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重要会谈。

朝鲜警告韩国如继续挑衅
将引发更强打击

据新华社电 朝中社12日报道，朝

韩高级别接触北方代表团发言人当天说，

如果韩国继续进行放飞传单等“重大挑衅

行为”，朝鲜将采取更高强度打击。

发言人说，4日在仁川举行的朝韩高

级别接触，为改善北南关系创造了良好氛

围。现在重要的是将这一气氛持续下

去。但是，韩国当局的行动却与之背道而

驰，强行放飞反朝传单就是典型案例。

发言人说，此次放飞传单是在“韩国当局

的默认和军事庇护下”进行的。为了应对这

一事态，朝鲜前线军队采取火力打击，击落气

球，“这再次证明朝方的警告绝非空言”。

发言人强调，韩方应停止破坏北南关系

良好气氛的行动，韩方“还有选择的机会”。

斯诺登称美国安局潜伏着
更高级别泄密者

星报综合报道 因向外界披露美国

国家安全局“棱镜”项目而流亡莫斯科的

爱德华·斯诺登最近在一部最新拍摄的纪

录片中表示，还有一个比他级别更高的泄

密者就隐藏在国安局内部，并不断向其他

国家媒体透露各种秘密。

此前，奥巴马政府也怀疑，除了斯诺

登外，美国国家安全局也还有内鬼。这部

名为《第四公民》的纪录片还披露，斯诺登

的女朋友目前也在俄罗斯，双方共同生

活。斯诺登本人被俄罗斯给予为期三年

的居留资格。

排列三本省投注总额 338196元

据新华社电 巴基斯坦外交部12

日说，巴总理国家安全和外事顾问阿齐

兹当天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

印度在两国边境地区制造冲突致大量

平民伤亡。

信中说，从本月1日到10日，印方

在边境地区共发动过42次违反停火协

议的行动，造成巴方12名平民死亡、52

名平民和9名士兵受伤。出于自卫考

虑，巴方对印方的挑衅行为予以回击，

同时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

阿齐兹说，巴政府真诚希望印方慎

重考虑，避免局势失控。巴方对和平解

决巴印问题的承诺保持不变。巴基斯

坦相信联合国会在促成这一目标中发

挥重要作用。

过去一周多，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

边境相互炮击。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

坏了停火协议。印方说炮击至少造成7

名印平民死亡、60多人受伤。

印度和巴基斯坦1947年分治后，两

国迄今已爆发三次战争，其中两次都是

为了争夺克什米尔地区。2003年，印巴

两国政府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实际控制

线一带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双方多次

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观察家们认为，印巴关系时好时

坏，既有克什米尔争端这个根本性因

素，同时也有两国的互信缺失问题。

未来，两国关系还将基本保持这一态

势，但双方也将作出努力，尽量维持边

境地区安宁，为发展各自经济创造有

利环境。

印巴边境冲突已导致19人死亡
巴基斯坦致信联合国谴责印度制造边境冲突

朝鲜播放纪录片中，金正恩一瘸一拐地进行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