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环爆炸】

摩加迪沙警官穆罕默德·侯赛因说，
当天凌晨，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驾驶一辆
装满爆炸物的汽车，冲撞“新闻工作者”
酒店大门并引爆炸弹。随后，多名枪手闯
进酒店，见人就开枪。

多名警察和目击者说， 武装人员身
穿索马里政府军制服，闯入酒店。目击者
阿卜杜拉希·阿里说，他看见多名武装人
员追逐酒店客人， 并强行进入多个酒店
房间。

另一名警官艾哈迈德·努尔说，第一
起爆炸发生后，又发生另一起爆炸。酒店
一名保安说， 第二起爆炸同样由汽车炸
弹引发。德新社报道，第二起爆炸由远程

遥控引爆，当时，枪手已经进入酒店。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在社交网

站上说，袭击发生后，索马里部队和非盟
部队赶到现场，控制住局面。

摩加迪沙警长阿里·艾哈迈德说，1
日中午， 安全部队解除对 “新闻工作
者” 酒店的包围，“行动已经结束，我
们击毙了所有袭击者”。 非盟驻索马里
特派团发言人说， 非盟部队 “逐层清
查”共计 4 层的酒店建筑，确认一切安
全。

【目标官员】

努尔说，13 人在这场袭击中丧生。
法新社报道的死亡人数为 12 人。安全部

门高级官员穆罕默德·哈桑说，死者包括
6 名袭击者。 多名医护人员估计，袭击可
能致使大约 20 人受伤。

警方说， 其他死者包括这家酒店的
老板、一名地方议员、一名原军方高官、
一名媒体记者以及多名平民。

路透社一名目击者在现场看到多辆
汽车和摩托车残骸， 以及两名遇难者遗
体躺在酒店外，另有 3 名伤者。多名目击
者说，爆炸现场有两名摄影师，其中一人
不幸遇难，另一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
治疗。

受伤的摄影师名叫费萨尔·奥马尔。
他说：“一辆装满爆炸物的汽车在我身
边爆炸，我当时正在现场忙着拍照。我随
后倒在地上，看到自己正在流血。另一名
与我同行的记者在袭击中丧生。 ”

“新闻从业者” 酒店位于摩加迪沙
一处繁华区域附近。美联社报道，这家酒
店经常有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出入，因
而成为袭击目标。

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宣称对
这次袭击负责。“青年党”发言人阿卜迪
阿齐兹·阿布·穆萨卜称， 袭击者在酒店
内部和外部杀死“许多敌人”。

“青年党” 又称 “伊斯兰青年运
动”，是效忠“基地”组织的极端组织，
以推翻索马里政府为目的， 时常在索马
里或邻国肯尼亚发动袭击。

今年 7 月 26 日，“青年党” 在摩加
迪沙半岛皇宫酒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
击，造成至少 15 人遇难、数十人受伤。设
在酒店五层的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遭受
重创。 据新华社电

“青年党”再袭索马里酒店 十多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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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 日，2015 超级大乐透“金秋
送豪礼”暨西海都市报社区文化节第一
季正式启动，让很多彩民开心的是，这次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西海都市报社强
强合作，大家不仅能看到精彩的表演，更
有斯柯达轿车等超级大礼等着您。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郭大忠表
示，中国体育彩票自发行以来，作为国家
公益彩票，广泛用于体育事业，社会保障
金和支持医疗、教育、法律援助等公共事
业，被誉为“体育事业的生命线、公益事
业的助推器 ”。 青海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自成立以来， 带领我省 500 余位体彩
一线销售人员， 通过宣传健康的彩票文
化，打造公益品牌形象，引导和培养人们
热心社会公益的意识， 在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多文化娱乐需求的同时， 募集大
量体彩公益金， 为我省体育事业及社会
公益事业大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当然，体育彩票事业的发展离不开

广大彩民的支持。为回馈青海彩民对超
级大乐透的长期支持与喜爱，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在全省开展 “2015 年超级
大乐透 ‘金秋送豪礼’ 幸运大抽奖活
动”。 据了解“2015 年超级大乐透‘金
秋送豪礼’幸运大抽奖活动”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25 日期间展开， 共 4 期；活
动期间，凡在青海省内购买超级大乐透
“6+2” 追加复式彩票的彩民均可参与
抽奖活动，赢取 16G� iPhone6 手机（每
期 5 部）、捷安特 RTX680 山地自行车
（每期 10 辆）、价值 300 元的顶呱刮套
票 （每期派送 100 套） 以及终极大
奖———斯柯达全新明锐轿车 1 辆 （裸
车），奖品以实物为准，不折现。 多买有
更多中奖机会。

据了解，活动期间，凡在青海省内购
买超级大乐透“6+2”追加复式彩票的彩
民均可参加当期抽奖活动（每两周为一
期），赢取一等奖至三等奖。 在期抽奖环

节，每张彩票只有一次中奖机会（如：您
在 10 月 31 日 00:00 时至 11 月 13 日 24:
00 时购买的彩票， 只可参加 11 月 18 日
的抽奖，不可参加其他 3 次的期抽奖，但
可以参加最后的终极抽奖环节， 以此类
推）。

凡在青海省内购买超级大乐透
“6+2” 追加复式彩票的彩民除参加期
抽奖活动外，还可参加终极大奖抽奖环
节， 赢取价值 12 万元斯柯达明锐轿车
1 辆。 12 月 30 日（周三）进行终极大奖
抽奖。

最后， 温馨提示彩民朋友一定要保
存好 11 月 3 日至 12 月 28 日期间购买
的超级大乐透彩票原件， 以备参与本次
活动的兑奖事宜。 同时也要注意妥善保
管彩票原件， 若因保管不当丢失或个人
原因造成彩票 20 位序列号损坏无法识
别的情况，将不予兑奖。千万不要错过赢
大奖的机会！ （宣传部）

在体彩高频 11 选 5 的投注中， 彩民朋友
一般采用的投注方法有复式、胆拖投注。其中，
胆拖投注的种类较多，今日为大家介绍任选六
胆拖的技巧。

根据 11 选 5 任选六胆码个数的不同，我们
一般把任选六胆拖分为 1 胆 N 拖、2 胆 N 拖、3
胆 N 拖、4 胆 N 拖、5 胆 N 拖。 其中 4 胆全拖相
对其他玩法来说，中奖的概率要高一些。 下面，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的是 4 胆全拖的技巧。

任选六中的 4 胆全拖， 是指选择四个胆
码，然后将剩余号码作为拖码，投注 11 选 5 任
选六，用 4 胆全拖的投注方法，投注金额为 42
元。在 4 胆全拖中，我们只需注意胆码的选择。
其中，胆码至少要选对 3 到 4 个。

当选对 3 个胆码且不倍投时，其中奖注数
为 1 注，中奖金额为 90 元，盈利 48 元 ;当选对
4 个胆码且不倍投时， 其中奖注数为 6 注，中
奖金额为 540 元，盈利金额为 492 元。 任选六
的玩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用胆拖投注任选六
大大提高中奖率，这是所有彩民朋友都应该知
道的方法，赶快分享给周围的朋友吧!

以上仅供彩民参考 购彩有风险请理性
购彩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接手这个新的
策划案之后， 伟子已经把脑袋里累积
多年的知识用了个遍， 可还是没能找
到一个令客户满意的方案。 做策划工
作这么久， 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棘手
的任务，也第一次让他感觉到无助。 他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是否进
错了行。 他打起了退堂鼓，想把任务移
交出去。

这日，在进行完新一轮的头脑风暴
后，他走出办公大厦准备透透气。 突然
听到一层的彩票店里甚是热闹， 于是
他走进一探究竟。 原来，是有一位彩民
刮中了万元大奖，大家七嘴八舌，谈论
得热火朝天。 想借此沾沾喜气的伟子
一眼瞄中了“好彩头”，希望能给自己
手头的工作迎来一个好彩头。 没想到，

一分钟之后，150 元奖金也活生生出现
在了他的面前，感到不可思议的伟子一
时愣了神儿，这是他头一次中这么大的
奖。

怀着好心情他继续投入到工作当
中，头脑也跟着清晰了起来。他忽然又找
到了那个从前自信满满、 斗志昂扬的自
己。第二天，他不仅收到了期盼已久的两
个字———通过！ 并且令客户非常满意。

因为与顶呱刮的一次美好相遇，伟
子又开始相信自己的运气，相信拥有好
运的自己是可以找到突破口的，是可以
圆满完成这次任务的。 瞧！ 当伟子再次
选择相信自己的时候，“顶呱刮” 的成
绩就这么不经意地出现了。

嗨！ 还在愁眉不展的你，像伟子一
样相信自己吧！

体彩中奖公告

玩法 期数 开奖号

排列 3 15299 6 2 7

排列 5 15299 6 2 7 5 2

大乐透 15128

青海 2015 年体彩超级大乐透
“金秋送豪礼”幸运大抽奖活动（第一期）正在火热进行中

青海 2015 体彩超级大乐透“金秋送豪礼”幸运大抽奖活动火热启动

顶呱刮品牌篇：其实，顶呱刮一直在你身边

体彩高频 11 选 5 任选六投注技巧：
采用胆拖投注

叙利亚反对派 1 日发布在互联网的视
频显示，反对派一支主要武装把数十名政
府军俘虏和平民人质装在铁笼里，用皮卡
车拉着在首都大马士革东郊游街示众，声
称已把这些人质当成“人体盾牌”，以阻
止政府军空袭。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米·阿
卜杜勒·拉赫曼说，反对派武装中的“伊斯
兰军”把政府军士兵和阿拉维派平民装在
铁笼里，放在东古塔地区的广场等地。

阿拉维派占叙利亚人口少数，巴沙尔·
阿萨德政府由这个什叶派穆斯林分支主
导，阿萨德家族即来自阿拉维派，而反对
派则由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主导。

阿卜杜勒·拉赫曼说，这些平民大多是
两年前在阿德拉—乌玛利亚赫附近被绑
架的。 那里是政府军在东古塔地区控制的
一处居民区。

叙反对派运营的沙姆通讯社发布的一
段视频显示，数十名男子和女子被关在铁
笼里，每个铁笼关着五六人，被三辆大卡
车装着穿过街头。 另一些视频显示，反对
派用多辆皮卡车装着关着人质的铁笼，呼
啸着穿过杜马镇的街头。

这个东古塔地区最大的镇现为反对派
控制。 沙姆通讯社说，“伊斯兰军”已经在
杜马的居民区放了至少 100 个这样的笼
子，以阻止政府军轰炸。

视频中，面对镜头，一些被蒙着眼的男
女人质哀求政府军不要空袭东古塔地区。

10 月 30 日，政府军对杜马进行空袭，
至少 70 人死亡、550 人受伤。 反对派说，死
伤者大多是平民。

“伊斯兰军” 是叙反对派武装中战斗
力较强的一支，也是大马士革附近实力最
强的反对派武装。 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
武装长期活跃在朱巴尔区和东古塔地区，
时常向大马士革城区发射迫击炮弹，严重
威胁首都安全。 据新华社电

叙反对派竟让数十名人质当肉盾
索马里警方和

多名目击者说 ，首
都摩加迪沙一家酒
店 1 日遭遇多名极
端组织成员袭击 ，
致使包括袭击者在
内的十多人丧生 。
警方一名官员说 ，
经过数小时激战 ，
安保部队击毙全部
袭击者。 反政府武
装“青年党”声称制
造此次袭击。 安保人员从遇袭酒店转移伤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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