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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2122期 本期投注额：22741002 元

中奖号码 4 7 4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11029
组选 ３ 17298
组选 ６ 0

中奖号码 4 7 4 2 1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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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3 期 本期投注额：1472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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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5月 8日

22选 5第 12122期 本期投注额：1620110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5 07 10 11 13
中奖注数(注)

21
1951
37499

单注奖金(元)
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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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6 1 5 0 0
中奖注数(注)

0
8

154
2588
29030
349650

单注奖金(元)
0

47893
1800
300
20
5

我外交部：已做好对菲各种准备
形势难乐观，再次紧急约见菲驻华临时代办 人民日报海外版：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

傅莹7日说，黄岩岛事件发生已近
一月，本应尽早平息。我上个月两次与
你约谈，要求菲律宾方面冷静下来，不
再采取使事态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
但是， 菲方显然没有认识到正在犯严
重的错误， 反而变本加厉地不断扩大
事态， 不但继续派公务船在黄岩岛泻
湖内活动，而且不断发表错误言论，误
导国内和国际公众，煽动民众情绪，严
重损害双边关系气氛。 我们对形势难
以乐观。

傅莹强调，鉴于菲方不断挑衅，中
方公务船将继续对黄岩岛海域保持警
戒， 中国渔政船也将依照中国法律对
渔船进行管理，提供服务，为中国渔民
在自己的传统渔场的生产作业提供良
好的环境。 中方敦促菲方撤走在黄岩
岛海域的船只， 绝不能再干扰中国渔
船作业， 更不得干扰中国政府公务船
依法执行公务。 中方也做好了应对菲
方扩大事态的各种准备。 中方将坚持
通过外交协商解决当前事态的立场。
中方再次敦促菲方认真回应中方关
切，尽快回到正确道路上来。

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8日头版发
表署名文章《面对菲律宾，我们有足
够手段》， 强调对于黄岩岛争端，“菲
方不能将中国的善意视为软弱可欺。
仁至亦有义尽的时候，忍无可忍就无
须再忍”，“忘战必危， 在事关国家核
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没有打不还手
的雅兴。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去威
慑住各种武力挑衅，哪怕是狐假虎威
式的武力挑衅。”

文章称，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
至少有三件事没看清楚：一是主权和
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不
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丝毫让步。二是和
谐稳定是中国要维系的大局，中国会
尽一切可能排除各种各样的来自内
部和外部的干扰，谁想对中国玩弄内
困外引、转嫁矛盾的伎俩是不可能得
逞的。三是高手斗力也斗智。国家间
有竞争、角力乃至“暗战”不假，但在
全球化深入发展、各方利益深度融合
的今天，无人会做引火上身、赤膊上
阵、两败俱伤的事。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相辅相成，
是积极的策略而不是消极的策略。仁
至亦有义尽的时候，忍无可忍就无须
再忍，真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介意
和菲方共同创造一个“黄岩岛模式”。
应该说，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有足
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手段，能够不
战而屈人之兵，让对方收手。

菲律宾防务专家阿特·维拉桑塔
近日写给《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
一篇评论称，复杂的周边局势、经济
建设的艰巨性，以及政府换届的敏感
期，是中国对黄岩岛派兵的三大制约
要素。另一方面，中国出兵南海，不占
地理上的优势。目前由菲律宾“控制
的卡拉延群岛”距中国湛江的海军基
地有1000多海里， 中国的战舰需要两
天时间才能到达，等到中国海军做好
开战准备的时候， 菲律宾和盟国的舰
队早就开到海面上去了。

文章还分析说，中国如果出兵，就
必须确保完胜， 否则会在国际上丢面
子。但从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做好出
兵的准备，最主要的顾虑是美国，对于
能否在美国军事介入的情况下打赢
南海局部战争，中国“心里没底”。

在分析了种种中国不敢出兵南
海的理由后，作者建议菲律宾政府保
持高亢的姿态，充分发动舆论攻势，让
国际社会一起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谴
责，这样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退缩”。

针对菲律宾近
日宣称将为黄岩岛
改名，并去除黄岩岛
上所有跟菲律宾无

关尤其是跟中国有关的标志的
行为，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7
日约见菲律宾驻华使馆临时代
办蔡福烔，就当前黄岩岛事件向
菲方提出严正交涉。 傅莹表示，
中方做好了应对菲方扩大事态
的各种准备。

双方表态
中方将继续
对黄岩岛海域警戒

据报道， 菲律宾众议院少数党领
导人丹尼罗·苏亚雷斯扬言，将在5月7
日菲国会续会后提出议案， 对中国施
加“经济制裁”。

不过， 据美国彭博社7日报道，阿
基诺三世日前接受采访时称， 他对与
中国签署协议、 在南海争议地区开采
油气资源持开放态度， 称这与两国政
府政治处理南海领土争端是相互独立
的两个问题 ，“只要我们的主权能够
得到尊重， 我们愿意与他们合作”。但
他并未详谈如何与中国合作进行资源
开发。

菲议员扬言经济制裁
总统改口称愿合作采油

媒体对弈
人民日报海外版：
仁至亦有义尽时候

菲媒：中国不敢出兵南海

梁光烈会美防长，敲定年内联演

据《解放军画报》
报道， 南海舰队某登
陆舰支队日前与海军
陆战队某旅、 海军航
空兵某团等部队密切
协同在某海域举行立
体登陆演练。随着“平
面登陆”战斗打响，一
艘艘登陆舰向目标阵
地发动迅猛冲击；与
此同时，“垂直登陆”
战斗迅即展开， 直升
机搭载特战队员飞抵
目标阵地纵深位置，
将特战队员们垂直投
送至地面； 而最扣人
心弦的还是“超越登
陆”战斗，在登陆舰集
结海域， 搭载着登陆
兵及两栖战车的气垫
艇离开坞舱， 高速驶
向滩头， 侦察分队上
岸后随即展开渗透作
战、 扩大战果……最
终， 目标阵地被官兵
们成功夺占。

我国首座自主
设计、建造的第六代
深水半潜式钻井平
台“海洋石油981”
即将于9日在我国南
海海域正式开钻。这
将是我国石油公司
首次独立进行深水
油气勘探开发，标志
着我国海洋石油工
业的深水战略迈出
了实质性的步伐。据
了解，此次开钻水域
在我国南海水域距
离香港东南320公
里 处 ， 开 钻 井 深
1500米。

南海舰队演练
冲击滩头阵地

军队演练

我国今起开钻
南海深水油气

油气勘探

民间行动

正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国防
部长梁光烈与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7日下午在五
角大楼举行会谈。 为应对各种安全威胁与挑战，
中美同意于年内举行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
等联合演练。帕内塔说，美方支持建立一种面向
21世纪的强有力的两军关系， 希望双方加强合

作，共同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此外，梁光烈邀请
帕内塔在今年下半年双方方便时访问中国。

针对网络安全问题，梁光烈回应说，美国的
网络攻击事件来源于中国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
据的，中美双方可以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合作。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南方都市报

连线美国

“琼·琼海05668”
号渔船于7日上午11
时驶离海南省琼海市
潭门镇中心渔港，再
次奔赴黄岩岛。 船长
李琼美说，“琼·琼海
05668” 号上共有16
名船员， 其中12人下
水作业，捕捞海贝。在
潭门镇有300余名湖
南人。4月10日，包括
“琼·琼海05668”号
在内的12艘潭门渔船
在黄岩岛海域捕鱼
时， 遭遇菲律宾军舰
骚扰。李琼美说，他们
在黄岩岛海域正常作
业，12名湖南籍船员
乘坐小艇散开， 分别
潜至海底捕捞。 但没
多久， 一艘巨大的军
舰靠了过来， 军舰悬
挂菲律宾国旗。“琼·
琼海05668” 号上两
名船员被菲律宾军人
持枪逼迫拍照。30岁
的唐仁春是湖南永州
道县人， 唐仁春来此
近十年了， 多次出入
黄岩岛。 当他爬上小
艇， 即被菲律宾军人
持枪逼停， 对方也强
迫他拍照。4月11日，
菲律宾军方公布了这
一组照片作为中国渔
船侵入该国领海的
“证据”。

12名湘籍渔民
再赴黄岩岛捕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