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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337864元
和9905214元。

“排列3”、“排列5”第17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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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7注
0注

816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3注

340

34098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455034元

和9881488元。

“排列3”、“排列5”第17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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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5注
0注

726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2注

910

9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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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160元。

中奖注数
2095注

0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7337期

中奖号码：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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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562元。

中奖注数
681注
418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7336期

中奖号码：7 7 5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93698元，
中奖总金额为198098元。

每注金额
16368元

50元
5 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336期
中奖号码

11 13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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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注

245注
4829注

168注
294注

21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59598元，
中奖总金额为197186元。

每注金额
13024元

50元
5 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337期
中奖号码

1 2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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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

423注
6344注
260注
332注
24注

第 17145期

本期全国销 售 额 11075506 元 ，31063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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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5 2 0 0 0
全国中奖注数

0注
20注

180注
2530注

29925注
281011注

单注金额
---

11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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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
0注

76注
15注

676注
246注

24097注
7438注

505656注
162892注

5275580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
161804元

97082元
6494元
3896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144期
中奖号码：03 21 23 29 32 10 11

本期投注总额为 233101357 元,43096993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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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290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8959963元。

红色球

12
蓝色球

02 06 12 17 25 28

第201714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380151元
32163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2619047元
5元

31注
458注

5310注
186898注

2600830注
14952213注

21注
8271623注

0注
16注

220注
8213注

114056注
625973注

0注
374466注

综合新华社电 联合国负责
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
尔特曼9日向媒体介绍访问朝
鲜情况。

费尔特曼8日结束对朝鲜
为期4天的访问。他在随后发
给此间媒体的一份新闻稿中指
出，只有诉诸外交途径，通过“真
诚对话”，才能缓和当前的半岛
紧张局势，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时间是关键”。

费尔特曼5日至8日访问朝
鲜，与朝鲜外务相李勇浩及朝鲜
外务省副相朴明国就共同关注
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就朝
鲜半岛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

“半岛局势是当今世界最紧张、
最危险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访问期间，费尔特曼向朝方
强调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
关决议的必要性。他同时指出，

要防止对形势作出误判，应通过
开放渠道减少冲突风险。国际
社会对紧张局势升级感到担忧，
正致力于寻找和平解决方案。

访问期间，费尔特曼还会见
了联合国国家小组和外交使团
成员，考察了一些联合国项目，
包括儿童食品厂、结核病预防研
究所、乳腺肿瘤研究所、儿科医
院等，并实地了解联合国生命救
援行动在采购、资金缺口等方面
面临的挑战。

这是副秘书长级别的联合
国高级官员6年来首次访问朝
鲜。

朝鲜9日发布公报介绍联
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
杰弗里·费尔特曼近日访朝相关
情况。公报表示，朝方和联合国
秘书处认为此访有助于加深双
方理解，并一致同意今后通过各

级别往来定期进行沟通。
据朝中社报道，公报说，在

双方会面过程中，朝方强调朝鲜
半岛形势演变至今天这一地步，
责任完全在于美国的对朝敌视
政策与核威胁恐吓，并表示美韩
联合空中军演暴露出美国对朝
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企图。
联合国秘书处方面则对半岛局
势恶化表示忧虑，并表示愿为缓
和半岛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11月29日，朝鲜宣布当天
成功试射可打击美国本土全境
且可装载超大型重型核弹头的

“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
本月4日至8日，韩国空军与驻
韩美军启动代号“警惕王牌”大
规模联合空中演习。半岛紧张
局势加剧。在此形势下，联合国
能否通过斡旋找到破解困局的
突破口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美国国防部8日宣布，五角
大楼历史上首次财务审计将于
本月拉开帷幕，届时将有2400
名审计员对2.4万亿美元资产进
行审计，包括人员、房地产和军
火。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
道，尽管美国每年把财政预算的
最大份额划拨给国防部，但是国
防部此前从未接受过审计。美
国政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
求政府部门提交财务报表，但在
此后长达20多年里，五角大楼
从未详细报告领取多少拨款以
及具体用途。

虽然国防部的收支状况缺
乏明确报告，但是这并未阻止美
国国会批准2018财政年度创纪
录的7000亿美元国防支出。今
年11月8日，美国国会两院军事
委员会就国防授权案达成一致，
同意2018财年总额约7000亿
美元的国防预算，而这一金额高
于特朗普政府此前提出的6030
亿美元国防预算要求。

国防部审计官员戴维·诺奎
斯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

防部督查长办公室已经雇用多
家会计师事务所，将对美国海陆
空三军进行审计。

“从2018年开始，我们将每
年进行审计，定于11月15日发
布审计报告，”诺奎斯特说，“要
紧的是，要让美国国会和民众对
国防部如何花费纳税人的每一
分钱怀有信心。”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奥
巴马政府 2015 年一份报告显
示，国防部超过100万名官僚及
承包商各项费用占去了大约四
分之一的国防预算，例如文案工
作、人力资源和会计费用。如果
在这方面加以改革，有望节省
1250亿美元。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问
责局批评，“国防部存在严重的
财务管理问题，而这种状况妨碍
其财务报表接受审计”。

在今年1月一份备忘录中，
当时即将走马上任的国防部长
詹姆斯·马蒂斯呼吁增加军费拨
款用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但同时也表示应进行“大刀
阔斧的改革”以加强五角大楼的

财务纪律。
今年7月，马蒂斯对美国国

防部多花2800万美元为阿富汗
国民军购置迷彩服一事提出批
评。根据美国阿富汗重建行动
特别督察长办公室6月发布的
一份报告，美国国防部先前仅仅
根据时任阿富汗国防部长的个
人喜好，选择为阿富汗国民军购
置深绿色“森系”迷彩服。而实
际上，阿富汗全国森林覆盖率只
有2.1%。

美国阿富汗重建行动特别
督察长办公室12月1日再次曝
光一桩存在浪费的项目，五角大
楼曾斥资6260万美元为阿富汗
购买8台安检扫描仪，但这些设
备如今不是坏了、就是束之高
阁，只有1台尚在使用。

美国近年来还频繁曝出军
购腐败丑闻，例如绰号“肥佬莱
昂纳德”的马来西亚籍承包商莱
昂纳德·弗朗西斯大规模行贿
案。弗朗西斯行贿案3年前曝
光，调查持续至今，已有多名海
军军官落网。

据新华社

新华社河内12月10日电
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公安部
日前对越共中央委员、中央经
济部副部长丁罗升发出起诉书
和拘留令。

据越通社报道，越共中央政
治局8日作出停止丁罗升参加
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越南第十
四届国会常委会同日通过对丁
罗升进行起诉、拘留并终止其国
会代表权限和任务的决议。

8日，越南公安部调查警察
机关办公室对丁罗升发出起诉
书和拘留令，对其与两起特大

经济案件的关联进行调查。其
弟丁孟胜及其他多名涉案人员
也被拘押或起诉。

丁罗升1960年出生于越
南南定省。2016年1月，丁罗
升当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年2月被任命为胡志明市市
委书记。今年5月，因其在越南
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任职期
间的违规行为，越共十二届五
中全会决定给予丁罗升党内警
告并免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的处分，丁罗升随后改任越共
中央经济部副部长。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9 日
电 记者9日从“第二届中国电
动汽车充换电服务创新高峰论
坛”获悉，截至10月底，我国已
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19.5 万
个，较去年同期增长82%；私人
充电桩 18.8 万个，同比增长
214%，居民专用充电桩“进小区
难”“接入难”问题大幅缓解。

国家能源局副巡视员郭伟
在论坛上介绍，其他未安装的，
无固定车位安装条件的约占
5.7%；集团用户不需要建桩占
3.3%；物业不配合的占1.3%；还
有电力接入困难的占0.5%。

郭伟表示，国家能源局与国
家电网公司一起实施的居民区

充电设施建设示范项目，已对北
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582个小
区、9223个车位进行了“一表一
车位”的电力改造。

国家电网公司副总工程师
韩君说，除电力改造外，国网公
司已累计新建充电桩超过5万
个，覆盖150个城市。其下属电
动汽车服务公司搭建的智慧车
联网，与南方电网、特来电等17
家运营商实现了信息互通、业务
融通，与国家新能源汽车监管平
台也实现了信息共享。

近期，智慧车联网 4.0 上
线，目前接入充电桩16.8万个，
电动汽车1.7万辆，注册用户超
过60万户。

据新华社休斯敦12月9日
电 美国佛罗里达州警方9日
向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通报，
一架小型教练机8日在佛州失
事，造成两名中国籍飞行学员
遇难。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证
实，两名遇难的中国学员均为

20多岁的男性，来自当地一家
飞行训练学校。总领馆工作组
已抵达飞行训练学校所在的佛
州桑福德市开展相关工作。校
方表示，得知失事事件后，校方
已经暂停全部飞行训练，并对
在校其他中国学员进行心理疏
导。

联合国副秘书长访朝谈了啥？
双方同意今后通过各级别往来定期进行沟通

五角大楼将接受史上首次审计
涉及2.4万亿美元资产，包括人员、房地产和军火

美国佛州教练机失事
两名中国青年遇难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
我国已建成近20万个

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捕
在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任职期间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