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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领导人二度握手 河内会晤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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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刮刮乐猪年送福
连连奉送金条豪礼
新春到来，福彩刮刮乐“己亥猪”生肖

票也如期而至！“己亥猪”系列生肖票，为
猪年而生！自1月底在我区上市销售以来，
刮刮乐“己亥猪”三款人气彩票以其精美
喜气的票面设计、生动多样的玩法、丰厚
的奖金得到了广大彩民朋友的热烈欢迎
和喜爱。

为更好地回馈彩民朋友，彩票还设置
了特殊奖符“金条”开展促销活动。凡在5
元、10元和20元任何面值的“己亥猪”生肖
票中刮中金条图符，即可获得5g足金金条
一根。这不，还没到一个月时间，我区彩民
就接连中出金条大礼，收获新年最实惠的
好礼！

赤峰市彩民春节假期收大礼
春节假期，对于赤峰彩民小李来说是

非常幸运的假期。平时就是福彩刮刮乐爱
好者的他，过节前早早到赤峰市红山区火
花路农贸市场对面15041242号福彩销售
站，像采购年货一样买了多种刮刮乐，准
备在假期中试试手气玩一玩。因为购彩多
年，小李买刮刮乐时有着一套自己的经
验，每次购彩之前都会仔细询问销售员票
种的出奖情况再确定购买，而且生肖票种
也是小李的必选项。“己亥猪”、“点球大
战”、“好运十倍”、“富贵有余2”……喜欢
的票种小李挨个买了个遍。

大年三十，小李拿出刮刮乐，先应着
节日的气
氛选了一
张 “福猪
拱门”试试
手气，当他
刮开第二
张时，就在

“玩法区”
刮出“金条
图符”，幸
运中得猪
年 5g足金

金条一根。
巴彦淖尔市彩民“福猪拱门”
2月22日，巴彦淖尔市福彩中心迎来

了五原的幸运彩民杨先生，他中得“己亥
猪-福猪拱门”金条一根，真是可喜可贺。
杨先生是一位“刮刮乐”爱好者，他喜欢

“刮刮乐”即买、即开、即兑的游戏特点。听
闻“己亥猪”上市，杨先生当然是不能错过
了，上市这段时间以来，他几乎每天都要
刮上几张。2月21日，杨先生如往常般，买
了5张“福猪拱门”彩票，刮着刮着，一个金
条模样的图形出现在了票面上，杨先生愣
了一下，忽然想起该票正在送金条，立马
冲过去问销售站业主，他是不是中了一根
金条，销售站业主仔细核对后，笑嘻嘻地
跟杨先生说：“恭喜您中得一根金条。”

呼和浩特市彩民“喜事连连”
2月26日，一位幸运彩民刮出生肖系

列刮刮乐“己亥猪———喜事连连”金条的
特殊图符，成功收获金条1根，这也是呼和
浩特市中出的第一根“己亥送福”金条！

2月27日下午，幸运彩民李先生来到
呼市福彩中心代办兑奖：“这张刮刮乐是
我侄子刮出来的，他还要上班所以让我帮
他来领金条，其实平时没怎么见他接触福
利彩票，知道他中奖了我还挺吃惊的，原
来他看到朋友在玩自己也试了一把，没想
到只买了一张就刮出金条了，真是无心插
柳柳成荫啊！”李先生惊喜道。

过猪年送“猪”福，过年期间走亲访
友，带上“金猪银猪”，让“福猪拱门”，恭迎

“喜事连连”！福利彩票刮刮乐“己亥猪”三
款新票，充满浓郁的祝福韵味。如此喜庆
的 新 年 礼
物，任谁收
到了，都会
觉得心里美
滋滋，日子
越过越红火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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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内蒙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精彩资讯

新华社消息 随着美
国老龄人口激增，住养老
院的费用节节攀升。家住
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特
里·罗比森算了一笔账后
发现，住经济性酒店比住
养老院便宜，而且同样能
享受贴心服务。他在社交
媒体上发文介绍这个养老
妙招，引起热烈反响。

按照罗比森计算，如果
老年人长期住在洲际酒店
集团下属的连锁酒店“假日
饭店”，在享受长住和老年人

折扣价后，每晚支付59.23美
元（约合396.7元人民币）即
可，还能免费吃早餐，而且

“他们把你当顾客，而不是当
病人看。”“服务员会来查看
你的状况，如果有问题，他们
会叫救护车……或者殡葬
人员。”“想上夏威夷养老吗？
那里也有假日饭店。”

相比之下，据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一
家中等价位带专业医务人
员的养老院一年收费至少
10万美元，约合每晚274美

元（1835元人民币）。养老院
收费高至少部分原因是老
年人越来越多，每天有大约
1万名婴儿潮一代退休。

法新社2月26日报道，
罗比森3周前提出这个点子
后，超过11.3万人次转发了
他的帖子。一名网友在帖子
下留言：“我真的遇到过一
名在汉普顿假日饭店养老
的老太太，她很满意。”

洲际酒店集团对罗比
森的养老提议未予置评。

（欧 飒）

新华社消息 巴基斯
坦三军新闻局27日说，巴
空军当天清晨在巴基斯坦
领空击落两架通过克什米
尔印巴实际控制线侵入的
印度空军战机，并抓获了
一名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
区的印度空军飞行员。

巴三军新闻局局长阿
西夫·加富尔在社交媒体平
台说，当天清晨印度战机进
入巴基斯坦领空时，巴空军
在克什米尔印巴实控线的
巴领空一侧发起攻击。一架

印度军机被击落在巴控克
什米尔境内，一名飞行员随
即遭巴地面部队抓获；另一
架印度军机坠落在印控克
什米尔境内。

在随后三军新闻局举
行的记者会上，加富尔现
场展示了巴地面部队缴获
的印度军机飞行员所携带
的武器、弹药以及地图等
文件。此外，据巴基斯坦媒
体报道，据信仍有两名印
度飞行员落在巴控克什米
尔境内，巴地面部队正在

展开搜捕。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

也发表声明说，巴空军当
天从巴控克什米尔境内向
印控克什米尔境内的一些
目标进行了袭击，但避免
了人员伤亡和附带损失。
该行动不是针对26日清晨
印度军机侵入巴方的报
复，而是展示巴方的自卫
权利、意志和能力。

截至发稿时，印度方
面对此事尚未作出回应。

（蒋 超）

《北京晚报》消息 印
度铁路部门官员2月26日
说，国产最快列车“致敬印
度”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发
生多起牛群“袭击”和投掷
石块事件。

印度铁路部门官员
说，铁路保护部门正在确
认投掷石块事件的高发地

区，商议“半高铁”列车保
护措施。铁路保护部门负
责人说：“我们不会采取惩
罚措施，而将教育投掷石
块地区的人们。铁路保护
部门人员带着巧克力和玩
具前往新德里贫困地区，
劝说儿童不要扔石块。”

“致敬印度”号生产厂

家、北方邦一家工厂的前总
经理S·马尼认为，防止列车遇
袭的最好办法是在铁路两侧
设防护栏。马尼说：“我们已
经预料到这一情况，但设‘防
牛员’有碍列车形象……最
终，当列车行驶速度达到每
小时160公里时，我们需要设
防护栏。” （郝 晓）

印度“半高铁”列车多次遭牛袭

美国养老院太贵，不如住假日饭店？

巴基斯坦军方称击落两架入侵印度军机
新华社消息 尼泊尔

一架直升机27日下午在尼
东部坠毁。尼泊尔警方发
言人向新华社记者证实，
机上包括尼泊尔文化、旅
游和民航部部长阿迪卡里
在内的7人全部遇难。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
架直升机原定从尼泊尔东
部的代勒图姆飞往邻近的
达布莱宗县。机上共有7
人，除阿迪卡里外，还包括
来自总理办公室和民航局
的一些官员。他们原计划

当天前往东部视察一个飞
机场的建设情况。目前救
援工作已经展开。

截至发稿时，尼泊尔
总理奥利正在就此事召集
内阁紧急会议。

（周盛平）

尼泊尔一直升机坠毁 民航部长等7人遇难

新华社消息 以12面
交错摆放的朝美两国国旗
为背景，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时隔8个多月后，再次在聚
光灯下握手、微笑、寒暄。

金正恩和特朗普27日
晚在越南首都河内索菲特
传奇大都会酒店会面，拉
开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的序幕。

握手合影后，金正恩
与特朗普落座交谈，寒暄
中不时露出微笑。两人
均表示，期待本次河内
会晤取得积极成果。金
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

间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艰
辛的“努力和耐心”，但

“坚信”这次会晤能取得
杰出成果，自己将为之

“全力以赴”。
在金正恩发言时，特

朗普认真倾听并不时点
头。他说，期待河内会晤可
以取得与上次新加坡会晤

“一样、甚至更大的”成功，双
方过去取得了“很多进展”，
最大的进展是双方良好的
关系。特朗普表示，愿意帮助
朝鲜发挥其经济潜力。

按照美国白宫公布的
日程，金正恩与特朗普当
晚计划举行大约20分钟的

一对一简短会谈，随后两
人由朝美各两名官员陪同
共进晚餐。

这是朝美领导人在河
内的首次会面。金正恩与
特朗普26日先后抵达越
南，参加定于27日至28日
在河内举行的朝美领导人
第二次会晤。预计双方将
在28日就涉及朝鲜半岛无
核化及朝美关系的关键问
题继续会谈，并发表会晤
结果。

本次会晤受到国际媒
体高度关注。据越方统计，
会晤吸引了超过200家外
国媒体的大约3000名记者

来越参加报道。
外界普遍期待，作为

朝鲜半岛核问题关键当事
方，朝美领导人能在会晤
中就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
和维护半岛持久和平与稳
定，迈出实质性步伐。

金正恩与特朗普2018
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朝美
领导人首次会晤，就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构建半
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以及
建立新的朝美关系取得共
识。但随后由于在无核化概
念、方式及步骤上显露分
歧，朝美对话一度停滞。
（耿学鹏 陶 军 陆 睿）

2月27日，在越南首都河内，记者在国际媒体中心观看

和拍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屏幕右侧）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会面的电视直播。 摄影/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