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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67
5465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7
836

每注金额（元）

0
3137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628482元，安徽投注总额：111142元
奖池奖金：1025140元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5130期

中奖号码：05、08、10、11、12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24
389

每注奖额（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2400
389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5130期

中奖号码：06、09、15、20、23

本期投注总额：15282元，奖池奖金：3551元

彩票开奖台

全国投注总额：333455694元，安徽投注总额：11242060元
奖池奖金：224467579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第2015056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1、07、08、16、18、20 蓝球14

全国投注总额：43220828元，安徽投注总额：1044366元

奖级

单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15555
31874

每注奖金（元）

1040
173

本省中奖注数（注）
223
694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5130期
中奖号码：2 1 8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5130期 中奖号码：512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

/

/

每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本省中奖注数（注）

100

0

190

全国投注总额 8229004元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168
每注奖金（元）

100000
本省中奖注数（注）

/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5130期 中奖号码：51228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12
178
2386
31325
365660

每注奖金（元）
0

26678
1800
300
2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
/
/
/
/
/

全国中奖注数（注）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505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6 9 2 8 9 2 3

全国投注总额：13658050元下期奖池：17830405.02元

本省投注总额 3389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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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20
1013
54439

1114748
9259589

安徽中奖注数（注）
1
7
27

1752
36165
315981

每注金额（元）
7629173
191710
3000
200
10
5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5129期中奖号码：232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5129期中奖号码：23271

中国福利彩票“乐透型15选5”玩法
第2015129期中奖号码：02、10、11、12、15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5129期中奖号码：0 5 5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6+1”玩法第2015055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1 2 0 1 6 9生肖码：牛

全国联网电脑体彩“超级大乐透”第15055期
中奖号码：06、11、14、20、30+05、1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5129期中奖号码：09、14、15、22、25

黑鹰直升机

“三角洲”特种部队 “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叙政府军打死40名IS武装人员
据叙利亚官方电视台16日报道，叙政府军当天在叙东部打死40

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武装人员，其中包括一名高级头目。

报道说，政府军和IS武装人员当天在叙利亚东部的代尔祖尔省的

奥马尔油田附近发生交火，交火中一名极端组织高级头目被打死。据

称，此人在“伊斯兰国”中负责石油盗采、走私等行动。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美国政府 16日宣布，美军特
种部队当天凌晨在叙利亚发起突
袭行动，击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重要头目阿布·萨亚夫。

美国通常仅用空袭打击叙利亚
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为何这次
冒险发动地面行动专门针对一名
“伊斯兰国”成员？

埃及3名法官
遭枪杀
或因穆尔西判死刑

据中新社电 埃及前总统穆尔

西当地时间16日因越狱罪被判处死

刑，同日埃及西奈半岛3名法官遭枪

击身亡，当局怀疑案犯借枪击案抗

议穆尔西被判处死刑。

当日开罗刑事法院判处穆尔西

及其他105名被告死刑，裁定穆尔西

等穆兄会领导人2011年初在哈马斯

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协助下越狱，致使

50多名狱警和囚犯死亡，2万多名囚

犯逃走并造成严重财产损失。

按照埃及法律，穆尔西的死刑

判决需征询宗教领袖穆夫提的意见

方可确定。如果穆夫提同意死刑判

决，穆尔西和其他被告仍有权向埃

及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2011 年初成功越狱后，穆尔西

2012 年 6 月率领穆兄会赢得埃及大

选，他本人成为埃及首位民选总统，

然而仅仅执政一年，2013 年 7 月穆

尔西被军方罢黜，随后被埃及法院

拘留，面临越狱、间谍、袭警、煽动暴

力等多项指控。

对于间谍指控，开罗刑事法院

16 日同时进行审理，结果以间谍罪

判处穆兄会多名领导人死刑，不过

穆尔西免遭死刑。此前穆尔西被控

当政期间将军事机密泄露给境外组

织并资助恐怖活动，酿成埃及“最严

重的叛国和间谍事件”。

对于袭警和煽动暴力指控，开

罗刑事法院今年 4 月裁定穆尔西

2012年非法逮捕和拘禁抗议示威人

员，并使用暴力和进行人身侵犯，最

终判处穆尔西和其他 12 名被告 20

年有期徒刑。

2013 年 7 月穆尔西被罢免总统

后，穆兄会被埃及当局列为恐怖组

织，数千名穆兄会成员和支持者因煽

动暴力等指控被捕，但穆兄会成员和

支持者一直没有停止示威抗议。16

日开罗刑事法院宣布判决时，穆兄会

成员和支持者在庭外聚集，高喊口号

要求埃及现任总统塞西下台。

此外，多家媒体援引埃及知情官

员的话说，16日晚些时候，埃及北西

奈省首府阿里什市3名法官乘车外出

时遭枪击身亡，当局怀疑案件为支持

穆尔西武装分子所为，目的是借枪杀

法官抗议穆尔西被判处死刑。

分析人士称，穆兄会领导的“支

持合法性全国联盟”有可能一如既

往地号召抗议游行，表达对判决的

不满。但由于当局对穆兄会持续强

力打压，穆兄会在一段时期内已失去

发起大规模游行或破坏活动的能力。

支持穆兄会的“耶路撒冷支持者”等极

端组织可能会继续通过制造爆炸和

袭击事件向当局施压，埃及未来一段

时间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机降作战

多家美国媒体援引一些

美 方 官 员 的 话 披 露 行 动 细

节。美军派出陆军所属“三角

洲”特种部队以及多架“黑鹰”

式直升机和“鱼鹰”式倾转旋

翼机。超过20名“三角洲”突

击队员趁着夜幕从伊拉克出

发，越过边境，直扑叙利亚东

部最大城市代尔祖尔东南的

奥马尔。

他们的目标是当地一所

多层住宅。美军官员说，突

袭行动前，这座房屋已经被

美方监视数周。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报道，突击队员降

落地面后，在住宅墙上炸出

一个洞，随即冲入内部并与

“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交火。

按照美军官员的说法，交

火过程中，武装人员把妇女和

儿童作为“人体盾牌”，而突击

队员设法击毙了武装人员，没

有伤及平民。

美方原本打算活捉阿布·
萨亚夫。不过，由于他抵抗，遭

突击队员击毙，他的妻子乌姆·
萨亚夫被抓获。突击队还解救

了一名伊拉克籍女子。美国政

府称，这名女子属于雅兹迪教

派，遭萨亚夫夫妇强迫为奴。

完成任务后，突击队返回

伊拉克。美方称，特种部队击

毙1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人

员，自身没有伤亡；一架直升机

多处中弹，不过仍可正常飞行。

双重目的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女发言人贝尔纳黛特·米汉说，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听从了国家安全班子的“一致建议”，授权发动这次

突袭行动。

米汉称，阿布·萨亚夫是 IS的“高级别头目”，掌管这一极端组织

的非法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从而筹集资金。另外，他也参与 IS的作战

行动。

美国政府认为能源交易是“伊斯兰国”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这

一组织控制的油气设施也是美国的主要空袭目标。美国财政部官

员去年10月在国会作证时说，IS在黑市出售石油，每天可获利大约

100万美元。

一些美军官员披露，突袭行动不仅旨在打击 IS 资金供应，而

且美方希望从阿布·萨亚夫口中获取 IS 内部信息和可能遭这一组

织囚禁的其他美国人质的线索。突袭行动中，突击队缴获了笔记

本电脑、手机和一些文件，还发现一些古董，包括古钱币。

美方怀疑，阿布·萨亚夫的妻子乌姆也参与 IS 的行动，甚至“扮

演了重要角色”。突击队返回伊拉克后，乌姆受到美方审讯。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称，这次行动“重创”了“伊斯兰

国”。不过，媒体和一些分析师对阿布·萨亚夫对“伊斯兰国”重要

性提出质疑。美联社评述，阿布·萨亚夫不在美国悬赏捉拿的恐怖

分子之列，他的名字甚至不为反恐官员所知或出现在智库机构关

于“伊斯兰国”的报告中。

曾出版过一本关于“伊斯兰国”专著的迈克尔·韦斯也持这种观

点。他还认为，“伊斯兰国”控制的基础设施遭美国空袭后，石油收入

已经不再是重要资金来源。

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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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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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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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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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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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