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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摘掉核武“紧箍咒”危害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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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周年 感恩回馈
———“彩市航母”双色球携10亿大礼包再度启航

日前，记者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
心获悉，一年一度的双色球大派奖即将来
临。活动将于双色球2018123期（开奖日期为
2018年10月21日，星期日）开始，派奖奖金高
达10亿元，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一起派，
复式或胆拖投注均可参与。

双色球自上市以来，一直秉承全民公益
的理念，践行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的发行宗旨，引导彩民理性购彩。作为我
国发行量最大的、品牌知名度最高的彩票游
戏，截至2018年9月30日，双色球累计销售超
过5600亿元，筹集公益金超过2000亿元，中
出一等奖超过15000注，中出亿元以上大奖
29个，中国彩票市场排名前10的大奖中有8
个属于双色球，中国彩票市场每10个亿元大
奖中有7个属于双色球。
10亿派奖 再创历史

据统计，双色球自2007年以来，已经连
续11年开展了12次派奖活动，共使用调节基金
43.74亿元。本次派奖金额10亿元，再次突破往
年双色球派奖奖金，是双色球历次派奖金额中
最大，也是中国彩票市场历史上单次派奖金额
中最大的一次派奖。本次派奖活动所需资金10
亿元，将从双色球调节基金中支出。

复式或胆拖 机会更多

派奖期间，双色球实施新的游戏规则，
新增了第十条规定的胆拖投注方式。而今年
的大派奖活动，也在往年复式投注的基础上
增加了胆拖投注，扩大了派奖范围，彩民获
奖的机会更多。

据了解，胆拖投注是指选择少于单式
投注号码个数的号码
作为每注都有的号码
作为胆码，再选取除胆
码以外的号码作为拖
码，由胆码和拖码组合
成多注投注，胆拖投注
包括单式胆拖和复式胆

拖两种形式。
大奖小奖继续派

本次派奖设立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总额
为4亿元。每期安排2000万元设立一等奖特
别奖，由当期采用复式或胆拖投注的一等奖
按中奖注数均分，单注中奖奖金最高可达
1500万元。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当期未中出或
有结余的，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一等
奖特别奖奖金合并派发，单注派奖奖金最高
限额仍为500万元，依此类推，直至一等奖特
别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此外还设立六等奖特别奖，奖金总额预
先安排6亿元。每期对当期采用复式或胆拖投
注的所有六等奖按每注5元派送固定奖金，直
至六等奖特别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若最后
一期六等奖派奖奖金不足以支付当期六等奖
特别奖奖金，差额部分由调节基金补足，六等
奖特别奖派送活动从下一期起停止。

派奖奖金分开计算，能有效地保证一等
奖特别奖的大奖成色和六等奖特别奖的派
奖数量，惠及更多彩民，体现了双色球“取之
于民 用之于民”的惠民性。
十五周年 感恩回馈

自2003年2月16日上市以来，中国福利
彩票双色球游戏已经陪伴广大彩民度过了
15个春秋。15年来，双色球从第一款全国联
销“乐透型”彩票游戏，成长为年销售额超过
500亿元，年募集公益金超过180亿元的“彩
市航母”。

在双色球15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彩民
多年来对双色球的喜爱和支持，本次双色球
派奖活动特将奖金金额提升到10亿元。

彩票史上金额最大、范围最广的派奖活
动即将启动，“彩市航母”双色球携10亿元大
派奖，将给双色球15
周年庆典添上浓墨
重彩，为彩民朋友们
带来一场幸运盛宴。

谴责卡舒吉遇害 德国拟冻结对沙特军售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内华达州参加集会活动后对记者讲话，声称要退出《中导条约》。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20日说，美国将退出
30年前与苏联签署的中短
程核导弹条约，理由是对
方长期违反这一条约以及
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
器。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
退出《中导条约》意味着其
在发展核武力量上少了一
道“紧箍咒”。长期来看，此
举将加剧在全球范围内引
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风
险。

■条约解释

《中导条约》

《中导条约》的全称是

《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

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7年12月8日由时任美

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

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

巴乔夫签署，规定双方不

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

500公里至5500公里、作为

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巡

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公开态度

特朗普指责俄罗斯

“违约”

特朗普20日在内华达
州参加集会活动后对记者
表示，美国将退出《中导条
约》。他指责俄罗斯“多年
来一直违反条约”，称在对
方违约的情况下，美国没
理由一直遵守条约，美国
未来会发展那些条约中禁
止的武器。只是，他没有列
举苏联以及后续俄罗斯违
反条约的具体事例。

美国此前曾不止一次
指责俄罗斯违反《中导条
约》。今年3月俄总统普京发

表国情咨文后，美国政府就
曾针对咨文中关于发展导
弹力量的内容指责俄罗斯

“违约”。
美俄近年多次相互指

责对方违反条约。

■俄方回应

美国退出意在追求单

极世界

俄罗斯外交部21日就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
将退出《中导条约》发表评
论说，美国此举是为了追
求单极世界。

俄外交部网站刊登评
论说，很久以来美国就试
图退出《中导条约》，俄曾
多次揭露美国这一企图。
美国妄图追求单极世界，
但这在当今世界是不可能
实现的。

评论指出，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和其他国际条
约都有同样的出发点，因
为这些国际条约规定美国
与其他国家地位平等，没
有给予美国特权地位。

俄联邦委员会（议会
上院）国防和安全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表
示，美国将退出《中导条
约》对俄来说不是意外，美
国指责俄破坏 《中导条
约》，但却无法提供证据。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对俄
罗斯和全世界都构成严重
挑战，给全世界带来新的
军备竞赛。

■深度分析

为强化核武力量扫除

障碍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
此次执意退出 《中导条
约》，除了特朗普给出的不
满俄罗斯违反条约的“官
方理由”外，更重要的是想
借机替自身“松绑”，为未
来继续强化核武力量扫除
障碍。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梁亚滨认为，美国决定退
出《中导条约》主要有两个
原因，一是该条约只限制
美俄，其他大国没有加入；
二是美国政府认为现在是
大国竞争博弈的时代，而
中程导弹是大国博弈的重
要武器。他说，特朗普政府
上台之后有意将战略核武
器向战术核武器转变，将
核武器小型化、智能化，退
出《中导条约》便是核武器
战术化的具体表现。

美媒评论说，美国此前
一直没有退出《中导条约》，
除因以德国为首的欧洲盟
国反对外，更在于此前的美
国政府担心，一旦退出条
约，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
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

■危害巨大

将引发核军备竞赛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
后，“通俄门”调查、美对俄
多轮制裁以及多次外交争
端令美俄关系始终在冰点
徘徊。分析人士指出，《中
导条约》是美苏之间为实

现战略平衡而形成的，如
今美方欲单方面退出条
约，无疑将进一步加深美
俄对立。

此外，许多专家认为，
美国“退约”还将极大破坏
国际核裁军事业，引发核
军备竞赛，危害世界各国
安全。美国核武器专家乔
恩·沃尔夫斯塔尔指出，美
国退出《中导条约》将打乱
长期以来得到保持的核稳
定局面，令今后美俄再次签
署军控协议难上加难。美国
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研究
项目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
说，《中导条约》若成废纸一
张，欧洲等地区可能出现新
一轮导弹研发热潮，届时各
国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
究导弹和反导系统。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
员普什科夫说，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是继退出《反
导条约》之后，全球战略稳
定体系遭到的第二次严重
打击，美国将世界重新带
回冷战。
（据新华社、《北京晚

报》报道）

德国政府10月21日有
意暂停向沙特阿拉伯出口
武器。德国、法国、英国当
天早些时候发布联合声
明，要求沙特政府尽快说
清楚沙特籍记者卡舒吉如
何在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领事馆内死亡。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所
属政党总部举行的一场记
者会上说，德国对沙特军
火出口原本有限，“现有情
况下，不能继续”。表明有
意暂停对沙特军售的同
时，默克尔说，她以“最强
硬措词”谴责卡舒吉遇害，
认定“迫切需要说清楚这
一事件”，因为“远远没有
看到所有事实都已经放上
桌面，行凶者也没有交付

司法审理”。
（据新华社报道）

【相关新闻】

沙特国王及王储
致电慰问
卡舒吉家属

新华社消息 据沙特
阿拉伯国家通讯社10月22
日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及
王储穆罕默德当天致电卡
舒吉的儿子萨拉赫·卡舒吉，
向他及其家人致以慰问，对
卡舒吉遇难表示哀悼。

卡舒吉现年59岁，为
《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
供稿。近年来，他对沙特政
府的内外政策持不同看

法，逐渐与沙特政府对立。
据报道，卡舒吉10月2日前
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领事馆，办理与结婚相
关手续。他的土耳其未婚
妻说，卡舒吉进入领事馆
后“再也没有出来”。

事关卡舒吉境遇的说
法，沙特当局先后推出“离
开”“身亡”“斗殴”“锁喉”
等多个版本。德、法、英政
府21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说，沙特必须说清楚卡舒吉
如何在领事馆内身亡，沙特
方面的说辞“必须有证据支
撑，可信度获得认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20日表示，他将于23日公
布有关卡舒吉死亡事件的
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