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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体彩大乐透迎
来“9.9亿元大派奖”第十五期
开奖，第20044期前区开出号
码“01、03、22、28、30”，后区
开出号码“02、05”。

当期全国共中出4注一等
奖。其中，3注为2110万元追
加投注一等奖，来自浙江杭
州、广东深圳和广西玉林的幸
运购彩者；1注为764万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被福建福州购
彩者中得。

据统计，当期“幸运奖”共
派送2196万元。

二等奖开出79注，每注
奖金为15.99万余元；其中47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12.79万余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8.78 万
元。在79注追加投注二等奖
中，有18注收获幸运奖派奖。

三等奖中出150注，单注
奖金为10000元，其中 36注
收获幸运奖。四等奖中出
1220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
其中172注收获幸运奖。五
等奖中出16760注，单注奖金
为 300元，其中 3117注收获
幸运奖。六等奖中出 36275
注，单注奖金为200元，其中
7071注收获幸运奖。七等奖
中出 28588 注，单注奖金为

100元，其中5618注收获幸运
奖。八等奖中出880952注，
单 注 奖 金 为 15 元 ，其 中
172398注收获幸运奖。九等
奖开出8322083注，单注奖金
为5元，其中1653054注收获
幸运奖。

此外，“加油中国”“光芒
焕 新 ”3 元 幸 运 奖 共 送 出
2737363注。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7.93亿元滚存至6月3日
（周三）开奖的第 20045 期。
届时，一等奖将派送2000万
元，幸运奖派奖余额为1.84亿
元。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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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355178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1374468元。

6月2日，中国民用航
空安全信息系统发布2018
年 5 月 14 日 川 航
A319-100/B-6419 号 机
执行 3U8633 重庆至拉萨
航班风挡玻璃空中爆裂脱
落事件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显示，本次事
件的最大可能原因是：
B-6419 号机右风挡封严
（气象封严或封严硅胶）可

能破损，风挡内部存在空
腔，外部水汽渗入并存留于
风挡底部边缘。电源导线
被长期浸泡后绝缘性降低，
在风挡左下部拐角处出现
潮湿环境下的持续电弧放
电。电弧产生的局部高温
导致双层结构玻璃破裂。
风挡不能承受驾驶舱内外
压差从机身爆裂脱落。

央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公布一段特朗普在6月
1日上午和美国各州州长的一
次电话会议录音，会议上特朗
普对州长进行了猛烈抨击，表
示州长们最初不愿意召集国
民警卫队，并称美国“成了全
世界的笑柄”“整个世界都在

嘲笑我们”。特朗普说道：“你
必须使用国民警卫队来搞定
一些人，但他们一开始并没有
这么做，他们之后这么做了
……我就住在曼哈顿，我不知
道曼哈顿发生了什么，但是情
况是可怕的，必须要完全把控
局势，你们必须控制住。”

美国抗议和骚乱进入第七天

特朗普称成世界笑柄 要用军队平乱
蔓延全美国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6月1日进入第七天。

各地普遍加强警力，社会各界呼吁和平结束抗议示威的声音增强，但一些地
方的执法人员仍与示威者紧张对峙甚至有警察遭遇枪击。

特朗普和各州州长电话会议录音曝光
“我们成全世界笑柄”

在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
特朗普首次就此发表全国讲
话，称暴力抗议活动是“国内
恐怖行为”，在不能平息骚乱和
暴力冲突的州，他将动用军队。

多辆满载身着迷彩服、携
带防暴盾牌的国民警卫队队
员的车辆出现在白宫附近的
宾夕法尼亚大道。在白宫北
侧拉斐特公园，执法人员使用

催泪弹和闪光弹驱离靠近白
宫的和平示威者，清出一条道
路供特朗普在讲话结束后从
白宫步行穿过公园，前往俗称

“总统教堂”的圣约翰圣公会教
堂。美国防部官员当天对媒
体说，已额外从多地调集600
至8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以支
援华盛顿市国民警卫队。

特朗普称暴力抗议是“恐怖行为”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抗议
者在州长官邸外街道上静坐。
弗洛伊德的兄弟当天在其遭警
察暴力执法丧生处下跪默哀。
明尼苏达州州长将明尼阿波利
斯市及首府圣保罗市的宵禁再
延长两天。

在圣路易斯市，4名警察
在1日晚间的冲突中受枪伤，
被送往医院救治，但警方称没
有生命危险。此外，拉斯维加
斯也有1名警员遭枪击。

在亚特兰大市，警察发射
催泪瓦斯驱赶暴力示威者。国
民警卫队随后赶来，将抗议者
驱散。亚特兰大市警察局通报
说，自5月29日以来，已有350
人因参与当地抗议和骚乱被逮
捕。

纽约州州长科莫1日宣布
纽约市从当晚11时至次日5时
实行宵禁，警力从前一晚的
4000人增至8000人。在宵禁
开始前，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区
都出现抗议游行。当晚在曼哈
顿，梅西百货旗舰店大门被打
破，耐克商店遭抢劫，多人被警
方拘捕。

此外，芝加哥、费城、里士
满等地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
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据美媒统计，截至6月 1
日，全美至少5600人在骚乱和
暴力冲突中被捕；包括首都华
盛顿市在内的全美至少40个
城市实行宵禁；至少23个州和
华盛顿市动用国民警卫队协同
警方应对骚乱和维持治安。

5月25日，明尼苏达州白
人警察暴力执法，以“跪杀”方
式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
德死亡，由此引发的抗议示威
活动连日来在全美持续蔓延，
多地发生骚乱和暴力冲突。

据新华社、环球时报

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
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日前遭白
人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在全
美引发抗议浪潮和骚乱。6月
1日，该州亨内平县法医办公室
和弗洛伊德家人聘请的法律团
队公布分别进行的尸检结果，
均认为弗洛伊德死于他杀。

弗洛伊德家人聘请的法
律团队称，独立尸检结果表

明，“从医学上讲，他死于机械
窒息，法律认定是他杀”，“如
果不是颈背持续受压，弗洛伊
德可能还活着”。

亨内平县法医办公室也
认定弗洛伊德死于他杀，但称
弗洛伊德生前患有心脏病，曾
过量服用镇痛类药物等，死于
心跳呼吸骤停、警察拘捕和颈
部受压。

尸检显示弗洛伊德死于他杀

4名警察中枪受伤
全美至少5600人被捕

川航航班紧急备降事件调查报告出炉：

右风挡封严可能破损
致风挡爆裂脱落

新华社日内瓦 6月 1
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
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
范凯尔克霍弗1日表示，新
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性
并未减弱，加强防控措施仍
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关键。

当天在日内瓦世卫组
织总部召开的视频记者会
上，对于有报道称新冠病毒

“毒性”有所减弱的观点，范
凯尔克霍弗表示，传染性和
致病性是考量病毒的两项
主要指标，从现有数据来
看，新冠病毒这两项指标都
未发生变化。

她说，防控措施的实施
有助于抑制病毒的传播，这
些措施包括持续检测、追踪
和隔离患者及其密切接触
者，动员全社会参与，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等，这些才
是减弱病毒破坏力的关
键。她警告，如不采取积极
行动，新冠病毒会继续感染

人，且有20%的感染者会
发展成重症。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
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补
充说，世界面临的依然是一
个“杀手”病毒，每天仍有几
千人因此死去，无数工作人
员正在为抑制其传播付出
努力。

他表示，总体来说，全球
各地实施的防控措施成功
降低了人们接触到病毒的
数量和频率，所以这实际上
是防控做得更好了，而不是
病毒本身变弱了。当前人
们不应抱有侥幸心理，还需
继续执行防控措施。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
米娅·斯瓦米纳坦在记者会
上介绍，全球科学家一直在
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
息，持续监测病毒发生的变
异及其影响，目前尚未发现
任何与病毒传染性或致病
性相关的变异。

世卫组织称
新冠病毒“毒性”并未减弱

亚特兰大警察和示威者对峙时单腿跪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