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联社 15 日称，韩国约 7 万民众 14 日在首尔
举行大规模集会，就青年就业难、贫富差距加大等
问题谴责朴槿惠政府施政不力， 其间与警察发生
冲突， 数十人受伤，51 人被抓。 分析称，2016 年是
朴槿惠执政的第四个年头。 每任总统在这个关头
都面临内阁重组压力， 因为这将决定政府未来两
年的执政方向。 民众对现政府不满，增加了朴槿惠
的压力。 据《环球时报》报道

据韩联社 15 日报道，韩国政府消息人士当天
透露， 朝鲜在东部城市元山市近海划设海上禁航
区，时限为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7 日。 由于朝鲜这
次划定的禁航区范围较大， 韩方猜测朝鲜有可能
将在近期发射“飞毛腿”导弹或新型弹道导弹。

据称，除了试射陆基弹道导弹外，还有韩国
消息人士表示，朝鲜也可能准备试射潜射弹道导
弹。 但韩国情报机构认为，朝鲜新浦造船厂的海
上发射台还未竣工，目前还不具备发射潜射导弹
的能力。 此前， 美国的朝鲜专门网站 “北纬 38
度”曾宣称，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分析发现，位于
朝鲜咸镜南道新浦的潜艇专用造船厂设置了用
于发射潜射导弹的发射台。 据《环球时报》报道

韩联社援引联合国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于
本周访问朝鲜首都平壤。 根据这名
消息人士的说法，一旦成行，潘基文
很可能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
面。

目前， 尚不清楚这次访问是由朝
鲜方面邀请还是由潘基文提出， 也不
清楚潘基文一行将利用何种交通工
具、通过何种路线前往朝鲜。

如果成行， 潘基文将成为第 3 位
访问朝鲜的联合国秘书长。此前，担任
过这一职务的瓦尔德海姆和加利曾分
别于 1979 年和 1993 年访朝， 并与时

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面。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 潘基文这

次访问期间很可能与金正恩会面。
韩联社公布这一消息后， 韩国政

府官员予以谨慎回应。 一名政府官员
表示，韩方尚无相关信息，无法正式回
应。另一名官员则表示，虽然潘基文是
韩国人， 但他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
出访无需获得韩国政府授权。

按韩联社的说法， 潘基文担任联
合国秘书长之前曾访问过朝鲜。 2006
年， 他担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时曾
率各国驻韩外交机构负责人访问开城
工业园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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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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捕“伊斯兰国”高级头目】
这名消息人士说：“我们认为，他

们计划在巴黎恐袭发生当天在伊斯坦
布尔发动袭击。初步调查显示，我们挫
败了一起大规模袭击阴谋。 ”

被捕的 5 人中， 其中一人名为艾
因·莱斯利·戴维斯，据信是“伊斯兰
国”叙利亚分支的高级头目。

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说：“戴维
斯在‘伊斯兰国’内部是重要人物，负
责该组织多项事务。 我们不仅逮捕了
他，还逮捕了他的小分队。 ”这些人不
知何时从叙利亚潜入土耳其。

英国媒体报道，戴维斯出生于英国
伦敦，后加入极端组织，与臭名昭著的
刽子手“圣战者约翰”关系极其密切。

“圣战者约翰”真名穆罕默德·埃
姆瓦齐，在“伊斯兰国”近两年发布的
一系列处决西方国家人质的视频中，
埃姆瓦齐每次出镜均用黑布蒙头，仅
露出双眼，且手持利刃。由于其身份神
秘，且讲话带有明显的英国伦敦口音，
媒体将其称为“圣战者约翰”。美国国
防部 12 日说，埃姆瓦齐日前已被美军
定点清除。

【或阴谋袭击欧洲】
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说， 警方目

前正在调查这起阴谋是否与巴黎恐袭
事件存在关联。这名官员同时表示，这
5 名被捕者可能还曾计划对欧洲发动
袭击。

“我们正在评估每一种可能。”这
名消息人士说。

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首都安卡拉
警方 15 日逮捕了 8 名可能与“伊斯兰
国”有关联的嫌疑人。 不过，这名消息
人士拒绝说明这些嫌疑人的国籍。

土耳其政府一名高官说，“伊斯兰
国”武装人员近期在土耳其活动越来越
频繁，安全部队正加强警戒，严加防范。

这名官员说：“此前，来自‘伊斯
兰国’的威胁和袭击每 6 到 7 个月发
生一次， 现在几乎每一两个月就会有
一次。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

今年 10 月， 安卡拉发生连环爆
炸，造成 102 人死亡。一些土耳其媒体
认为， 这起袭击的幕后黑手是在土耳
其活动的“伊斯兰国”成员。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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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中心从 10 月 31 日起 ， 在全省拉
开了“2015 年超级大乐透‘金秋送
豪礼’幸运大抽奖活动”的序幕。 时
光如梭， 不知不觉我们就迎来了第
一期抽奖。

第一期抽奖活动将于 11 月 18 日
（周三）下午 2:30 在青海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会议室 (地址： 西宁市城西

区西关大街 125 号 3 号楼二层 22-55
号万达广场对面) 正式开始， 本次抽
奖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提供的超级大乐透数据， 从 10
月 31 日 00:00 至 11 月 13 日 24:00 售
出的所有符合条件的超级大乐透彩
票中，按抽奖程序，电脑随机抽取 (每
张彩票只有一次中奖机会 )， 抽奖现
场将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恒源公
证处工作人员见证下进行。 所有抽奖

以抽取序列号的方式产生 (同步产生
所属销售网点编号 )， 本次抽奖共产
生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100 名。

为体现抽奖活动的公平、公正、公
开， 青海体彩特诚挚邀请您和我们一
起见证第一期抽奖结果的诞生， 第一
时间知道 5 部 iPhone6、10 辆捷安特山
地自行车及 100 套价值 300 元的顶呱
刮套票究竟花落谁家。 (张丽娟）

10月 26 日大乐透 15125 期开奖，
西宁彩民运用“7+2”复式投注，获得
该期二等奖一注，四等奖 10 注，五等
奖 10 注共计 105609 元。 这张“7+2”
中奖彩票是于 10 月 26 日 15 点左右，
在西宁市城东区中庄路中段的 20105
号体彩销售网点售出的。

从四川来西宁做生意的黄先生，

10 月 30 日早上来到了省体彩中心领
取他的这份惊喜。 办理兑奖手续的间
隙，黄先生说出了他心中小小的遗憾。
他说：“我这次中奖多少有些遗憾，虽
然获得了 10 万多元的奖金，可是因为
那天还有急事要办， 匆忙中忘记了追
加让我少拿了好几万元钱。 但是我还
是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了过来， 虽然少
拿了好几万元的奖金，但是有 10 万多
元收入囊中，还是不错的，这已经让我
很知足了。 ”

办完兑奖手续后， 黄先生坐下和
我们聊了起来。 他说，他来西宁做生
意已经十几年了，和他在西宁做生意
的一帮兄弟， 不仅是同乡而且是彩
友。 他们对喝酒打牌不感兴趣，忙完
生意后购买体育彩票就是他们的业
余生活。 在体彩销售网点里，他和这
帮兄弟一起与彩民们探讨投注心得，
天南地北地聊天，享受购彩给他们带
来的舒畅，生意场上的一切不如意即

刻消失。 然而他们对购彩能否中奖都
很坦然， 他认为购买彩票中奖了更
好，不中奖也要坦然面对，“更何况我
知道我们买彩票的钱有一部分是用
于公益事业的，这多好啊，娱乐消遣、
中奖、公益三不误的事情为什么不做
呢？”黄先生的一席话，让我们为这个
四川汉子有了些许敬佩，他的购彩生
活将会更加绚丽多姿，他的生意也会
做得风生水起。

最后， 他说出了他从购买大乐透
开始到现在的一些心得。 他说，大乐
透这种大盘玩法的追加投注、复式投
注、胆拖投注都是让彩民们擒获大奖
的必用之技。 希望其他还没有运用这
些投注方法进行投注的彩民们不妨
试试，也祝愿所用的彩民们在年关之
际都有所收获。

在这里也衷心祝愿这位四川汉
子，在以后的购彩之路和生意之路上
芝麻开花节节高。 （任尚德）

西宁彩民巧用复式投注 喜获大乐透二等奖

青海体彩激动人心的抽奖活动即将开始
———让我们共同见证 2015 青海超级大乐透“金秋送豪礼”第一期抽奖活动

土耳其挫败巴黎恐袭式阴谋
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 15 日

说，土耳其警方逮捕了 5 名企图
在该国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的
犯罪嫌疑人。这些人可能计划在
巴黎系列恐怖袭击发生当天对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发
动类似袭击。

根据这名消息人士的说法 ，
上述 5 名犯罪嫌疑人 13 日在伊
斯坦布尔被警方逮捕，其中一人
据信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
叙利亚分支的高级头目。 目前，
土耳其警方正在调查这起阴谋
是否与巴黎恐袭事件存在关联。

潘基文或于本周访朝

韩爆发 7 年来最大示威
7 万人要求朴槿惠下台

韩媒称朝鲜或在近期
发射“飞毛腿”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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