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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泰国洞穴的少年足球队成员全部获救

2018年7月12日 责任编辑：张泊寒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郝小军

一个电话 解决皮肤问题有方法
中医证实，皮肤问题是由寒湿气进入身体导致免疫系统低下引起的。仲景张正堂皮

肤调理中心取法于1700年的历史传承秘方，精选几十种名贵中药，在完整继承了祖先秘方
制作工艺的同时，运用现代医学技术将药物有效成分进一步提高升华，将身体的寒湿气
排出体外，达到解决皮肤问题的目的。据了解，该机构现开展免费体验活动，不花一分冤
枉钱，报名电话：0471-2539607，内蒙古展览馆西1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

福彩快讯
福彩网址：www.nmlottery.com.cn
咨询电话：0471-5182870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内蒙古福彩APP

“11+1”复式投注勇夺大奖767万元！继6
月26日，赤峰市彩民喜获我区双色球2018
年NO 1大奖1447万元后，7月8日，福彩双
色球游戏第2018078期开奖，我区彩民再度
迎来双色球大奖！

大奖出自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
七道街林海日报社门市15210473号福
彩销售站，一位彩民凭借复式“11+1”的
投注方式，中得1注一等奖及461注各级
固定奖，奖金767万元！

至此，进入2018年后，我区彩民已
中得13注双色球一等奖。计奖后，双色
球奖池金额为7.21亿元，下期开奖，彩
民朋友仍将有机会以2元钱的爱心投
入收获1000万元大奖！

在此，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真诚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购彩时，需量
力而行，理性投注。在您购买彩票后，请妥善保
管，并及时查询中奖信息。如果中奖，请您在当
期游戏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

复式投注峥嵘尽显
呼伦贝尔彩民迎双色球767万元大奖

火热盛夏，内蒙古福彩接连送出重磅好礼，继“冠军荣耀好礼送不停，轿车大奖等你
赢”以及“快3”游戏5000万元派奖之后，又一重磅活动即将登陆我区———买刮刮乐“冰雪良
缘”、“怀袖清风”就有百万豪礼倾情相送———“刮刮乐不停，奥迪Q3等你赢”百万豪礼给你
好看！

7月10日至7月24日，凡购买刮刮乐“冰雪良缘”、“怀袖清风”即可参加此活动，除依照规
则中得票面奖金外，彩民通过“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或“内蒙古福彩”APP，点击“刮刮乐
不停，奥迪Q3等你赢”专栏，用手机扫描保安区内的条形码，票面金额≥20元即可获得一次
抽奖机会，就有机会中得总价值百万元的双重大礼！

日奖：中奖结果即时显示，每天送出多达820个日奖！其中价值100元京东电子购物卡100
个，价值50元京东电子购物卡720个。期奖：采取摇奖方式进行，参与每日

“日奖”的用户均可获得一次“期奖”中奖机会，每人每日上限1次，按日累
计，送出价值25万元的奥迪Q3轿车一辆，价值5000元的京东购物卡5张，
价值1000元的京东购物卡20张。

“刮刮乐不停，奥迪Q3等你赢”引爆夏日激情，一次
购彩，多次中奖机会，亲爱的彩民朋友，请走进身边的
福彩销售站，迎来属于您的那份盛夏好礼吧！

刮刮乐又要搞事了？真相在这里！
———“刮刮乐不停，奥迪Q3等你赢”百万豪礼给你好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期号

2018015
2018017
2018028
2018031
2018043
2018043
2018044
2018065
2018070
2018072
2018073
2018078

日期

2月5日
2月8日
3月13日
3月20日
4月17日
4月17日
4月19日
6月7日
6月19日
6月24日
6月26日
7月8日

投注方式

复式7+1
复式10+1

单式
单式
单式

复式12+2
单式

复式7+1
单式

复式7+1
单式倍投
复式11+1

盟市

鄂尔多斯市
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通辽市
通辽市

鄂尔多斯市
兴安盟

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

呼伦贝尔市

中奖总金额
（万元）

767.0271
878.6705
767.6997
1000.0005
738.6071
774.625
555.0276
840.2489
643.9454
514.6649
1447.2604
767.2734

2018年我区双色球大奖一览表

新华社消息 被困泰
国清莱洞穴的最后4名少
年足球队员及1名教练于7
月10日被成功救出。至此，
自6月23日来被困洞穴的
13人已全部获救。

泰国救援官员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19名国
际顶级洞穴潜水专家及

泰国海军救援队员10日早
上开始进洞救援。此外，
100多名来自中国、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救援人员
参与运送氧气瓶等救援物
资。

据泰国救援队说，当
天救出的5人身体状态良
好，此前被救出的8名少年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身体、
精神状况良好。泰国卫生
部副部长杰萨达10日说，
被救人员将在医院接受至
少7天的隔离治疗。

12名年龄在11岁至16
岁之间的泰国少年足球队
员和1名教练6月23日进入
清莱一处洞穴后与外界失

去联系。来自多国的1000
多名救援人员经过10天的
搜寻，终于在7月2日晚在
距洞口约4公里处发现被
困人员。救援人员为营救
被困人员昼夜不停进行准
备，并制定了周密计划。

营救行动从8日开始，
分为三批次，每次行动相

隔15小时，确保19名专业
进洞救援人员进行休整和
增加补给。

此处洞穴全长超过10
公里，洞内地形复杂。由于
泰国正值雨季，洞内多处
被水淹没，水中淤泥堆积，
能见度极低，狭窄难行，救
援工作异常艰难。一名参

与救援的前泰国海军特种
部队成员6日在执行运送
氧气瓶的任务时因缺氧和
过度劳累而窒息身亡。参
与此次救援的中国洞潜专
家说，此次救援行动是世
界上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的营救行动之一。

（陈家宝 明大军）

不到4小时！
俄飞船创太空“快递”新纪录

新华社消息 俄罗
斯“进步MS－09”号货运
飞船7月10日上午把一批
新鲜补给运送至国际空
间站，从启程到抵达，全
程耗时不到4小时，创太
空“物流”速度新纪录。

无人驾驶飞船“进步
MS－09”号当地时间10日
凌晨3时51分（北京时间10
日5时51分）从哈萨克斯坦
境内俄方租用的拜科努
尔航天发射场准时升空，
运载总重近3吨的食物、

燃料等补给品，飞向国际
空间站。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从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位于
俄境内科罗廖夫地区的任
务控制中心报道，起飞3小
时40分钟后，飞船以自动
模式对接国际空间站，比
预计抵达时间提前9分钟。

这是“进步MS－09”
号首次采用“超快”模式
飞行。先前，同一航程耗
时最短5小时39分钟，最
长两天时间。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
司说，大幅提速得益于新
型“联盟”号助推火箭，它
能以更高精准度把飞船
送入轨道。

美联社报道，这家航
天企业去年首次尝试使
用这种火箭，但因技术原
因未能成功。

国际空间站目前
“在岗人员”为两名俄罗
斯宇航员、三名美国航天
员和一名德国航天员。

（沈 敏）

朝鲜影片将首次在韩公映
新华社消息 韩国富

川国际奇幻电影节秘书处
7月10日说，已经拿到9部
朝鲜影片的公开放映许
可，这些影片将亮相12日
开幕的第22届富川国际奇
幻电影节“朝鲜电影特别
上映”单元。这也将是朝鲜
影片首次在韩国公映。

韩国富川国际奇幻电
影节秘书处说：“考虑到朝
鲜半岛日益和平的氛围，
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拟定
了朝鲜影片特别放映方
案，近期得到政府公开放
映的批准。”

韩联社报道，由于韩国
现行法规将朝鲜电影或影
像列为“特殊资料”，放映受

到严格限制。即便允许上
映，观众也需经过严格的筛
选。此次公开放映朝鲜影
片，在韩国尚属首次。

本届富川国际奇幻电
影节获得韩国统一部许
可，向朝鲜民族和解协议
会发送作品上映许可。据
悉，即将放映的9部朝鲜影
片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
朝鲜制作的3部长片和6部
短片，包括第15届平壤国
际电影节最高荣誉“火炬
奖”获奖作品《我们家的故
事》、朝鲜浪漫喜剧电影
《金同志飞起来》和朝鲜动
漫《好好遵守交通秩序》。

其中，《金同志飞起
来》由朝鲜、英国和比利时

三国合力制作，在朝鲜首
都平壤拍摄，讲述了28岁
女矿工金永美克服困难，
最终实现梦想，成为高空
技巧表演者的故事。这一
影片2012年在加拿大多伦
多国际电影节首次海外放
映，后登陆韩国釜山国际
电影节。

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
为期10天。据悉，观众还可
参加电影节的两个相关论
坛同专家就朝鲜电影深入
探讨。

此次富川国际奇幻电
影节还希望邀请朝鲜导
演、演员来韩参加电影节，
但至今仍在等待官方回
复。 （陈立希）

美国驻韩国大使哈里斯上任
新华社消息 美国驻

韩国新任大使哈里·哈里
斯7月10日向韩国外交部
递交国书，正式开始他在
首尔的大使工作。

韩国外交部说，哈里
斯向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
林圣男递交国书，两人就
加强韩美同盟关系和朝鲜
相关话题进行交流。

美国上一任驻韩大使
马克·利珀特的任期是
2014年至2017年。唐纳德·
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美
国总统以来，迟迟没有任
命驻韩大使这一颇为关键
的职位，引发一些猜测和
担忧。特朗普今年2月提名
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
亚大使，后来改变主意，5
月18日转而提名他为驻韩

大使。
哈里斯6月30日宣誓

就任美国驻韩大使，上周
末抵达韩国。韩国媒体报
道，哈里斯把国书递交给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缘
由是外交部长官康京和正
在陪同韩国总统文在寅出
访。

哈里斯抵达韩国后发
表声明，强调美韩同盟的
重要性。按他的说法，韩国
是美国的朋友、伙伴和盟
友。过去65年来，美韩同盟
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稳
定发挥重要作用。

哈里斯1956年在日本
港口城市横须贺出生，父
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日本
人。他2013年10月出任美
军太平洋舰队司令，2015

年5月成为第24任美军太
平洋司令部司令。

按照一些美国官员的
说法，四星海军上将哈里斯

“鹰派”色彩浓重，与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
博尔顿、国务卿迈克·蓬佩
奥均为“鹰派”人物。

2017年12月，美国政
府就提名韩裔美国人车维
德出任驻韩大使一事征求
韩国政府意见，不少人因
而预期车维德有望于今年
2月平昌冬季奥运会前抵
韩履新。然而，美方今年1
月披露，这一提名告吹。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
道，车维德与特朗普有意
见分歧，涉及美国对朝鲜
政策和美国威胁终止美韩
自由贸易协定。（张 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