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列 3、排列 5第 11228期 本期投注额：21703484 元

中奖号码 3 2 4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6451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11460

中奖号码 3 2 4 9 7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2 10000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7 星彩”第 11098 期 本期投注额：16568208 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8月 23日

22选 5第 11228期 本期投注额：1776714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5 10 12 15 18
中奖注数(注)

41
3131
47031

单注奖金(元)
11680
50
5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9 5 6 0 3
中奖注数(注)

0
13
142
2042
27713
359797

单注奖金(元)
0

37669
1800
300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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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人

日本首相、民主党党首菅直人23日
说， 他辞职的三个条件已经基本成立，
新首相人选将于8月30日确定， 届时内
阁将全体辞职。

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当晚正式宣
布参加民主党党首选举，以期接替菅直
人。日本媒体认为，民意支持率明显占
优的前原加入选战，犹如投下一枚深水
炸弹。

菅直人当天上午在内阁恳谈会上表
明辞意。 内阁大臣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菅
直人告诉他们：“我将在三个条件都具备
后辞职……我相信新首相人选将在30日
确定”。

“三个条件” 指国会通过2011财政
年度第二份补充预算案、公债发行特例
法案和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案。其中
第二份补充预算案已于7月25日获得通
过。

众议院23日下午通过可再生能源
特别措施法案。日本共同社报道，预计
参议院26日将通过这项法案， 同一天，
国会将通过公债发行特例法案，这意味
着其余两个辞职条件将得到满足，菅直
人当天将正式宣布辞职。

菅直人去年6月接替鸠山由纪夫，

是民主党执政两年以来第二位首相。
民主党决定27日发布党首选举告

示，29日举行投票。 预计众参两院30日
将分别举行首相指名选举，由于民主党
在权力更大的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新
党首将成为日本5年来第六名首相。

日本媒体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前原民意支持率大幅领先宣布参选
或有意参选的党内同僚。在身边“主战
派”鼓动下，前原经过一番半推半就，最
终改变先前蛰伏一年的打算， 决定出
马。

前原23日晚在自己所领导的民主
党议员派系会议上誓言重新赢得国民
对政治的信任。“为把日本从危机中拯
救出来， 为了举党一致地渡过国难，我
愿意担任舵手，希望得到大家的合作。”

“前原派”核心成员告诉《日本经济
新闻》， 前原前一天深夜与他们会晤时
说：“我决定赌上我的政治生命。我要参
选。”

前原23日上午拜会日本著名企业
家、“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向这名坚定
的民主党支持者表明参选决心。稻盛稍
后告诉媒体记者，他只对前原说：“全力
以赴”。

英国媒体23日报道称，纽约检方已同
意撤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
卡恩的全部性侵犯指控。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22日
下午3点多，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迈
斯的办公室向曼哈顿高等法院提出申
请，要求撤销对卡恩的全部性侵犯指控。

与此同时， 原告的律师汤普森对此予
以严厉批评。他说，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拒绝
了一名受到强奸的妇女寻求公平的权利。

报道称，两个多月以来，检察官迈斯
不仅调查了卡恩本人，还调查了指控他的
索菲特酒店服务员迪亚洛。

检方最终认为，迪亚洛的可信度存在严

重问题， 他们不太可能让陪审团相信，62岁的
卡恩在其下榻的索菲特酒店套间内，性侵了32
岁的几内亚移民迪亚洛。

据知情人士称， 虽然DNA证据表明，
迪亚洛与卡恩之间有过性接触，但检方相
信，迪亚洛及其律师所说的证明这次性接
触为强迫性的伤痕，可能是在另外某个时
候产生的。此外，迪亚洛连身裤袜上、据原
告律师说由卡恩造成的裂口，同样也有可
能产生于另外的某个时候。

报道指出，卡恩一度被认为是法国明
年总统选举的有力竞争者，现在看来免于
在美国受到审判了，但“乌龙案件”对他声
誉的影响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5月14日，卡恩遭到纽约索菲特饭店女服务员迪亚洛的性侵指控。随后，他被纽约警
方逮捕，并在几天后被迫辞去IMF总裁职务，政治生涯跌入低谷。被捕后，卡恩一直否认
针对他的一切指控。6月下旬，卡恩案出现了重大转折。当时检方透露，迪亚洛在报案前曾
与监狱男子通话讨论案情及卡恩本人，并曾对检方撒谎。

随着案情的进展，由于关键证人存在可信度的问题，让纽约地区检察官陷入进退维
谷的困境，媒体评论也指出这一案件将影响该检察官的前途。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卡恩性侵案几经波折

美国标准普尔公司21日说， 总裁德
文·夏尔马将于下月卸任并在年底前离开
这家国际评级机构。

标准普尔宣布夏尔马离职决定，恰逢
美国司法部调查这一机构针对次级抵押
贷款关联证券的评级。

根据安排， 夏尔马将在年底前离开标
准普尔。其间，他将担任顾问，与麦格劳—
希尔董事长哈罗德·麦格劳三世合作，处理
机构拆分事宜。

标准普尔现由两个部门组成，一个主
营信用评级业务， 另一个经营标准普尔
500种股票指数等指数产品。

标准普尔说，花旗集团高级管理人员
道格拉斯·彼得森将接替夏尔马， 出任总

裁。彼得森现任花旗集团旗下花旗银行首
席运营官。

彼得森现年53岁。《华尔街日报》23日
报道，麦格劳—希尔之所以选中他出任总
裁，是因为看重他在经营中应付密集监管
的老道经验。

麦格劳在声明中说，彼得森是“出色的
全球领导者”、“在金融和资本市场见多识广，
证明自己是兼具实干和策略的执行者”。

与此同时， 麦格劳—希尔的活跃股东
要求标准普尔信用评级业务找一名“知名、
独立的掌舵人”处理与联邦政府的关系。

标准普尔5日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
评级， 招致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和财政部
长蒂莫西·盖特纳的批评。

标普总裁“被逼”下月离职
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招致奥巴马和财长批评

《纽约时报》报道，麦格劳—希尔去年11月宣布标准普尔将拆分成两块业务后，夏尔
马随即开始权衡自己的职业选择。标准普尔重组减轻了夏尔马的职责，促使他试探成为
首席执行官的可能性。得知这不可能后，他萌生离开念头。此后，麦格劳—希尔着手寻找
夏尔马的继任者。

夏尔马为标准普尔工作5年，4年前出任标准普尔总裁。 他的总裁任期刚好吻合标准
普尔151年历史中最具争议且最喧嚣的阶段。 ■据新华社

前原现年49岁，出身日本“政治家摇篮”松下政经塾，曾任民主党党首，在日本媒
体“谁最适合担任首相”民调中多次名列榜首。如果他当选，将成为日本自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年轻的首相。2005年12月，前原作为民主党党首访问美国时公开叫
嚣“中国威胁论”。前原的言论引起美国舆论的哗然，被称为“日本最鹰派的政治家”。

前原去年9月在菅直人内阁改组时由国土交通大臣转任外相， 在安全政策上鹰
派色彩较浓，颇受日本盟友美国欢迎。今年3月初，前原因非法收受一名旅日韩国女
性25万日元(约合3000美元)政治捐款而被迫辞职。 ■据新华社

鹰派政治家前原公开叫嚣“中国威胁论”

夏尔马早生退意

亲美的上，得罪美国的靠边站

菅直人内阁话别 新首相人选30日确定

前原冲击日本新首相
竞
选

女服务员可信度存“硬伤”，检方撤销指控

卡恩：我比窦娥还冤
解
脱

档案

背景链接

背后

卡恩前原诚司 德文·夏尔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