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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沙特阿拉伯当地电视台
报道，在沙特国王萨勒曼4日宣
布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的当晚，
就有11名王子、38名现任和前
任大臣因涉贪被逮捕。

4日晚，萨勒曼宣布成立以
王储穆罕默德为主席的最高反
腐委员会，严厉打击侵占国家利
益的各种腐败行为和包括王室
成员、政府高官在内的所有腐败
人员。

据沙特新闻网站“萨巴格”

报道，被捕的王子中，包括沙特
已故国王阿卜杜拉的儿子、前国
民卫队司令米特阿卜和有“中东
首富”之称的阿勒瓦利德等重量
级王子。

被捕王子中还有阿卜杜拉
国王的另一个儿子、前利雅得
省省长图尔基。此外，被捕的
政府高官和商人包括，现任经
济和计划大臣、前财政大臣、前
皇家典礼局局长、前沙特航空
公司总裁、前沙特电信公司总

裁、前投资总署署长、中东地区
最大媒体集团ＭＢＣ董事长
等。

据媒体报道，被抓捕的政府
高官和商人目前被关押在利雅
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内。该酒
店的对外联系电话已被切断。

沙特财政部5日表示，成立
最高反腐委员会和抓捕贪腐分
子是为加强对法律的信心和维
护沙特健康投资环境。

据新华社

新华社巴黎11月 4日电
据法国媒体4日报道，多名中
国游客本月2日在巴黎近郊被
抢劫。中国驻法国大使馆４日
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了这一消
息，并表示已要求法国警方尽
快破案。

据使馆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尚未有被抢中国游客
与使馆联系。在看到法国媒体
相关报道后，使馆已在第一时
间联系法国警方并督促其尽快
破案，法国警方表示将全力侦
破此案。

据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等
媒体4日报道，巴黎时间2日
晚8时40分左右，多名中国游

客在位于巴黎东南郊的瓦勒德
马恩省弗雷讷市一家宾馆门口
的停车场集合时，4名匪徒向
人群扔出催泪瓦斯，借机实施
抢劫。据报道，至少有2名中
国游客因吸入催泪瓦斯产生轻
微不适，多人财物被抢，损失金
额目前尚不清楚。

另据法国《巴黎人报》报
道，此次被抢的中国旅游团将
近40人，他们已于巴黎时间3
日启程回国。报道说，今年底
到法国旅游的中国游客较多，
劫匪特意选择这一时机作案。
中国等国游客被普遍认为有携
带现金的习惯，也是其常成为
劫匪抢劫目标的原因之一。

多名中国游客
在巴黎近郊被抢
中国驻法使馆要求警方尽快破案

沙特11名王子因涉贪被捕
多名重量级王子位列其中 此外还有38名现任和前任大臣被捕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他刮起的不仅仅是“反腐风暴”

新闻
人物

“总管先生”的大手笔

穆罕默德自今年６月被擢
升为王储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旨
在重塑沙特形象的重大举措。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反腐风暴”，
更是让这位31岁的王储再次站
到了聚光灯下。作为新晋的最
高反腐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王
储显然在这场声势惊人的“反腐
风暴”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自半年前被立为接班人以
来，在萨勒曼国王支持下，穆罕
默德王储主导推出一系列政策
举措，在国内外屡屡制造轰动效
应，特别是在赋予沙特女性一些

此前被禁锢的权利方面。
今年７月，沙特教育部首次

允许公立学校女生开展体育活
动。9月，萨勒曼国王颁布命令，
允许女性从2018年6月起驾车，
这是沙特女性首次获得驾车
权。10月，沙特体育总局宣布，
从明年初起，沙特女性可以进入
该国3个体育场观看比赛。

穆罕默德王储的大手笔改
革计划并不仅限于此。日前，他
宣布了一项空前宏伟的建城计
划，将投资5000亿美元在沙特西
北部打造一座新城。新城将聚

焦能源与水、生物科技、食品、先
进制造业和娱乐业等九大行业，
未来完全依靠新型能源供电。
他将这座未来新城形容为“全球
追梦者之地”。

作为世界石油出口大国，沙
特近年受国际油价低迷影响甚
巨。现任国王萨勒曼 2015 年 1
月继位后，一步步将儿子穆罕默
德扶上王储之位，并支持其大展
拳脚，推出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
举措。在沙特的西方外交官圈
子里，穆罕默德王储因此被称为

“总管先生”。

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穆罕
默德王储有着推动沙特转型的
勃勃雄心。

去年4月，时任副王储的穆
罕默德便推出了“2030愿景”，主
要内容包括建立 2 万亿美元的
巨型主权财富基金、出售国家石
油公司股权、削减石油补贴和扩
大投资，试图通过经济和社会改
革的“双轮驱动”，实现沙特的成
功转型。

就任王储后，穆罕默德巩固了
在国内的权力，“2030愿景”的执行
力更强。在社会改革方面，他主张
允许女性驾车，鼓励妇女参政议
政，改变沙特保守封闭的国际形

象。近日，他甚至公开宣布，沙特
应该回归对所有信仰都持开放态
度的“温和伊斯兰”国家。

在军事和外交领域，穆罕默
德则展现强悍风格。

在伊朗问题上，穆罕默德态
度强硬，声称要对伊朗“硬碰
硬 ”，除 非 伊 朗 改 变 其 政 策 。
2015年3月，刚担任国防大臣不
久的穆罕默德就发动了对也门
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此外，他
还主张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

穆罕默德这两年多来访问
了多个主要大国，同一些大国领
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为沙特谋
求国际支持，同时也提升了他个

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他
2015年5月访问美国后，时任美
国总统奥巴马曾评价他“非常博
学、聪明、智慧”。

今年３月，穆罕默德再次访
问美国，同新任总统特朗普会面，
并劝说特朗普将就任后首访放在
沙特。果然，特朗普首访从沙特
开始，打破了多年来美国总统首
访邻国墨西哥或加拿大的惯例。

不过，穆罕默德推动沙特转
型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其新政
要想取得成功，不仅要团结相对
开明的精英阶层，更关键的是要
克服宗教保守势力的阻力，有效
动员起普通民众。 据新华社

雄心与障碍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992596元
和9827404元。

“排列3”、“排列5”第17301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6715注
8320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53注

616

61625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107678元

和9552454元。

“排列3”、“排列5”第17302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6568注
0注

893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7注

902

90227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86262元。

中奖注数
283注

0注
776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7302期

中奖号码：2 4 1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54460元。

中奖注数
190注

0注
769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7301期

中奖号码：3 9 1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28536元，
中奖总金额为221840元。

每注金额
6629元

50元
5 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301期
中奖号码

1 6 7 13 17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8注

619注
8181注

362注
357注

23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04842元，
中奖总金额为109462元。

每注金额
0元

50元
5 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302期
中奖号码

4 14 19 20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0注

296注
5277注
451注
262注
12注

第 17130期

本期全国销售额 12221864 元，22071554.91 元 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9 4 1 4 1 9 6
全国中奖注数

0注
8注

163注
1945注

25951注
284755注

单注金额
0元

39612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4注
1注

95注
41注

1600注
497注

57323注
20144注

851719注
294778注

7059337注

单注金额
8566848元
5140108元

74828元
44896元

1833元
1099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129期
中奖号码：05 17 20 32 33 04 09

本期投注总额为 221400965 元,4234584571.1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一等奖派奖

六等奖派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90283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585741元。

红色球

02
蓝色球

05 13 14 23 25 31

第201713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3注

27注
2408注

47579注
286951注

0注
125915注

5注
211注
937注

58635注
1171966注
6905902注

2注
2641476注

10000000元
16100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000000元
5元

据新华社电 厉害了，我的
北斗！11月5日，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一箭双星”成功
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
星。

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国
实施的首次航天发射，拉开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

“战幕”。根据计划，我国将于
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北斗卫
星发射，率先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年
完成30多颗北斗卫星全球组
网，具备服务全球能力。

“北斗系统正朝着服务全
球的目标全速推进。”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
计师、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说。相对于北斗二号区域系
统，北斗三号服务区域将扩展
至全球。下行导航信号升级与
改造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实
现了北斗三号与北斗二号平稳
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的

导航信号，从而可为用户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

“北斗是开放的系统，中国
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它既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
也是为全人类提供时间坐标和
空间坐标的基础设施。”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指
挥迟军介绍说。

建设高性能、高可靠的北
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确定的
16 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
一。2020年全系统建成后，北
斗性能将与GPS相当，到那时
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将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服务“一带一路”，北斗在
路上。缅甸的农业、林业、土地
规划，老挝的精细农业和病虫
灾害监测管理，文莱的智慧旅
游……目前，北斗系统已覆盖
巴基斯坦、沙特、缅甸等近3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北斗全球组网“战幕”拉开
2018年率先服务“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