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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落实舰改航母 涉嫌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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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万元大奖！2018年呼和浩特市彩民实现双色球大奖“帽子戏法”！在12月6日开启的
双色球游戏第2018143期开奖中，呼和浩特市彩民强势爆发，又中得1注单注奖金高达648万
元的一等奖！为我区彩民持续吹响夺取双色球游戏大奖的冲锋号角！

大奖出自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八一市场北门残联巷15015259号福彩销售站，一彩民凭借
单式5注的投注方式，仅仅投入10元钱，即一举中得1注一等奖！该注大奖也是呼和浩特市彩
民2018年中得的第3注双色球一等奖，此前两注均为千万级别大奖，接下来呼和浩特市彩民
还将有怎样神奇表现？还请拭目以待！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13.28亿多元，本期5500万元一等奖特别奖派奖奖金派出
4000万元，剩余1500万元。按本次派奖规则，双色球派奖活动将延期至2018144期，剩余派奖
奖金自动滚入至下期第2018144期，下期复式或胆拖投注中得一等奖按中奖注数均分1500
万元。本期计奖结束后，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为1500万元，六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
额为554万多元。按照派奖规则，由于单注头奖派奖奖金最高限额500万，下期彩民朋友将有
机会在派奖期间4元胆拖或复式中得1500万元。

广大双色球游戏的忠实拥趸们，精彩不容错过，惊喜就在眼前，请走进身边的福彩销售
站，尽情徜徉在双色球游戏的旖旎旅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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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万元！呼和浩特市彩民
又中双色球大奖啦！

2018年我区双色球大奖一览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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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号
2018015
2018017
2018028
2018031
2018043
2018043
2018044
2018065
2018070
2018072
2018073
2018078
2018084
2018116
2018125
2018127
2018128
2018137
201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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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2日
10月4日
10月25日
10月30日
11月1日
11月22日
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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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式10+3
复式7+1倍投
单式
复式14+3
复式6+3
复式7+2
单式5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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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市
乌兰察布市
阿拉善盟
呼和浩特市
满洲里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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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7126
2663.2365
1000
1136.8006
1028.7588
1141.7308
648.0336

新华社消息 法国警
方12月11日晚发布新闻公
报说，当日20时左右，位于
法国东北部的斯特拉斯堡
市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
少2人死亡，12人受伤，其
中6人伤势严重。另有媒体
报道，死亡人数已上升至4
人。

公报说，伤者已送往
医院救治，枪手虽然在逃，
但警方已确认其身份，正
在全力围捕。记者当晚在
斯特拉斯堡市中心看到，
枪击事件现场距法国最古
老的圣诞集市之一———斯

特拉斯堡圣诞集市步行距
离不到5分钟。枪击事件发
生后，警方迅速疏散圣诞
集市人群，警车停在街边
待命。

中国驻斯特拉斯堡总
领事凌军11日23时许在接
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目
前还没有收到有当地华侨
华人或中国游客在枪击事
件中受伤的消息，总领馆
将继续密切跟踪事件的最
新进展。

据法国资讯电视台
BFMTV报道，枪击事件嫌
犯是一名29岁的男子，此

人出生于斯特拉斯堡，因
经常出入斯特拉斯堡的一
些极端化场所而受到法国
安全部门关注。11日上午，
他刚刚从当地警方的一次
入室搜捕中逃脱。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
内当晚在枪击事件发生后
迅速前往斯特拉斯堡，法
国内政部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形容这一事件是一起

“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
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检
察院反恐部门已启动对这
一枪击事件的调查。

（韩 冰 陈 晨）

新华社消息 美国政
府知情人士12月10日披
露，总统特朗普正在物色
白宫办公厅主任继任人
选，但因为白宫“管家”难
当，多名潜在人选表示无
意加入“竞争”。

特朗普发布现任白宫
办公厅主任凯利今年年
底离职的消息后，美国媒
体曝出多名潜在候选人，
包括白宫行政管理和预
算局局长马尔瓦尼和财
政部长姆努钦。上述两人
随即表露无意做白宫“管
家”。在这以前，特朗普最

中意的继任人选、副总统
彭斯的幕僚长艾尔斯以

“家庭原因”为理由婉拒
这一职位。

有消息称，特朗普现
在考虑的人选包括北卡罗
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梅多
斯、前选举顾问博西、前新
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代
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克、
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
泽等。

美联社报道，名单中
一些人可能不会是认真考
虑的对象，但人选范围不
断扩大显示白宫“管家”新

人选的不确定性。多名潜
在候选人无意加入“竞
争”，也说明白宫“管家”难
当。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
告诉亲信，他准备找一个

“谈得来的人”出任自己
任期内的第三任白宫办
公厅主任，一起聊“八
卦”，抱怨新闻媒体报道。
他还表示很“怀念”第一
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
伯斯在任时随心所欲的
氛围，不会允许新“管家”
像凯利一样设置条条框
框。 （张 旌）

比利时“中国-巨变”邮票展
12月11日，在比利时鲁汶，一名参观者在邮票展上拍照。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巨变”大型邮票展11日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开幕，精挑细选的188枚

邮票让观众重温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巨变。摄影/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新华社消息 日本政
府12月11日向执政联盟递
交新《防卫计划大纲》和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草案要点，明确写入改造
海上自卫队“出云”级驱逐
舰，升级为可以搭载战斗
机的航空母舰。要点内容

获执政联盟同意。分析师
说，拥有“攻击型航母”将
使日本脱离“专守防卫”政
策，涉嫌违宪。

草案要点文件明确写
道，“改造出云型（驱逐舰）”、
引进诸如F-35B型战斗机这
类具有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

性能的舰载战斗机。
日本现有两艘“出云”

级直升机驱逐舰，分别为
“出云”号和“加贺”号。由于
规格性能独特，获称“准航
母”。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
打算避开“航母”一说，改称

“多功能驱逐舰”。按日本政

府的说法，改造后的航母用
途众多，不仅限于搭载战斗
机，还能用于灾害时收容灾
民，向伤员和病人提供医疗
服务。一名防卫省官员说，
航母不会“一年365天，一天
24小时一直搭载 （战斗
机）”，而是在出现防卫任务

时使用。“那绝对不算是攻
击型航母。”日本防卫大臣
岩屋毅11日声称。

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
哲男表示，如果“出云”级
驱逐舰具备搭载战斗机的
能力，国际社会将把它归
为“攻击型航母”，日本将

脱离“专守防卫”政策。
日本国会正在休会。共

同社预期，改造“出云”级驱
逐舰将遭到周边国家反对，
同时在国会引发激烈辩论。
日本在野党指认这一做法

“明显违反宪法”，“与专守
防卫政策冲突”。（刘秀玲）

太难当 特朗普“管家”无人接盘

新华社消息 一名男
子12月11日进入巴西圣保
罗州内陆城市坎皮纳斯一
座天主教堂，持枪向人群
射击，造成4人死亡、4人受
伤。在被赶来的警察开枪
击中后，该男子自杀身亡。

据当地消防部门的消

息，当地时间11日13时左
右，嫌犯持两支手枪进入
这座刚举行完弥撒的教
堂，随后向在场人群射击。
教堂内部的监控录像显
示，这名嫌犯是独自进入
教堂的。据悉，他至少射出
了两盒共22枚子弹，随身

携带的包里还有两盒未使
用的子弹。

警方称，制造枪击案
的男子现年49岁，是一名
系统分析师，此前并无犯
罪记录，警方将就其发动
袭击的动机展开调查。

（宫若涵）

巴西圣保罗州发生教堂枪击案 9人死伤

法国一圣诞集市发生枪击案 死伤1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