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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1235期 本期投注额：22591020 元

中奖号码 3 0 4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7459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8825

中奖号码 3 0 4 0 7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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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 期 本期投注额：1568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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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22选 5第 11235期 本期投注额：1862340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3 12 14 19 20
中奖注数(注)

23
2141
42415

单注奖金(元)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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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 1 2 9 5 6
中奖注数(注)

2
20
182
2871
35444
434245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18071
1800
300
20
5

阿尔及利亚新闻社援引阿尔及利亚
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卡扎菲的妻子索菲
娅、女儿艾莎、两个儿子汉尼拔和穆罕默
德·卡扎菲29日入境阿尔及利亚。 据传卡
扎菲和两个儿子隐藏在的黎波里南部。

一行31人乘7辆越野车入境
这份声明说，他们29日8时45分 (北

京时间15时45分) 经阿尔及利亚和利比
亚边境进入阿方一侧。 声明没有说明卡
扎菲的下落。

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表
示将向阿尔及利亚政府提出引渡卡扎菲
家人的要求， 以便利比亚法院能够对他
们进行审判。

据阿尔及利亚《日出报》报道，卡扎
菲家人及侍从一行31人乘7辆越野车自
利比亚西部经廷阿勒库姆陆路边境口岸
进入阿尔及利亚境内。

作为利比亚的重要邻国， 阿尔及利
亚政府尚未宣布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为
利比亚合法代表。

卡扎菲藏身的黎波里南部？
据法新社报道， 意大利媒体29日援

引“利比亚权威外交人士”的消息称，卡

扎菲和他的儿子萨阿迪以及赛义夫正隐
藏在的黎波里南部的巴尼瓦利德。

巴尼瓦利德距离利比亚首都约100
公里。 报道称，已经逃到罗马的利比亚前
总理萨拉姆·贾卢德上周说，卡扎菲可能
藏匿在的黎波里以南。

“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他正躲在的黎
波里以南， 要么他已经在之前离开。”贾
卢德说。

小儿子丧生消息尚难证实
利比亚反对派军方发言人艾哈迈

德·巴尼29日称， 反对派“几乎可以确
定”， 卡扎菲的最小儿子哈米斯·卡扎菲
27日在与反对派交火中丧生。

反对派先前两度传出哈米斯丧生消
息，但哈米斯均现身“辟谣”。“全国过渡
委员会”主席贾利勒29日说，他没有得到
有关打死哈米斯的官方信息。

路透社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
报道， 美国现不能独立证实有关哈米斯
丧生的消息，但美方已从“可靠渠道”得
到类似信息。

哈米斯和塞努西如获证身亡， 将是
利比亚局势今年动荡以来， 卡扎菲政权
遭遇的最高级别人员损失。

卡扎菲家人逃亡阿尔及利亚
反对派要求引渡，怀疑卡扎菲和两个儿子藏在的黎波里南部

反对派武装29日继续从东西两线向卡扎菲老家苏尔特推进。
身处米苏拉塔的反对派指挥官穆罕默德·富尔迪亚告诉法新社记者，在东线，反对派当

天夺取战略重镇本贾瓦德，距离苏尔特100公里；在西线，反对派现距苏尔特不到30公里。
反对派当前正与部族长老谈判，寻求以和平方式“解放”苏尔特。
北约战机近几天来不断空袭苏尔特，摧毁数十辆军车及多个军事设施，支援反对派

的军事行动。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新闻晚报

反对派逼近卡扎菲老家

日本执政党民主党党代表野田佳
彦在30日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支持，当
选日本第95任首相。

第二轮投票险胜
野田在29日党内选举中当选民主

党新党代表。由于民主党占据国会众议
院多数席位，野田出任首相没有悬念。

总计480席的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
30日午后举行表决，全体众议员对各党
提名的11名首相候选人记名投票。投票
结果显示， 野田获308票， 超过绝对半
数，在众议院通过。

由于参议院首轮投票没有人获得
绝对多数席位， 野田和谷垣进入决选。
第二轮投票中，野田以110票对107票险
胜谷垣。

菅直人内阁“让路”
国会投票前3个多小时， 原首相菅

直人率内阁集体辞职，为野田“让路”。
菅直人当天上午在首相官邸召开

内阁会议，辞去首相职务，内阁成员随
后集体辞职。屈指算来，菅直人上台时
间不足15个月。

菅直人在落幕讲话中承认赈灾不
足，核事故应对不足。“一定有不到位之
处，我深感抱歉。”但他同时表示，是功
是过自有后人评论，他本人与内阁成员
“已用尽最大诚意，尽了全力”。

另一边，野田着手党内和内阁人事
调整。

找到心仪阁员人选
野田30日说：“组阁必须加紧，但我

不会为了组阁而组阁，欲速则不达。”媒
体猜测，新内阁组成可能会在9月2日前
后明晰。

共同社报道，就至关重要的财务大
臣一职，野田心仪两人，分别是原日本
内阁官房长官兼法务大臣仙谷由人和
前外务大臣冈田克也，前者曾代理民主
党党首，后者曾任民主党干事长。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从菅直人辞去民主党党首，到野田当
选首相，历时仅仅5天。野田本人承认，即
便在5天前， 对于竞选首相， 他也没有把
握。

野田在5天时间内得以急聚人气，在
一些日本政治经济分析师看来，缘于他是
众人眼中的“安全之选”。

野田自己说，他形象不占优，在支持
率之战中不占优势。“泥鳅想学金鱼也没
用， 我也不想变成金鱼。”29日党首竞选演
讲中，野田佳彦自喻“泥鳅”，暗指务实。

以往日本首相之争，看中最终是个人

魅力取胜，而这一次野田打“务实牌”，突然
让不少人幡然醒悟。

在党派层面，一些议员尤其看中野田在
国会内部没有太多“政治仇家”的特性，期望
他能借此抵消“扭曲国会”的部分“扭力”。

在党内关系问题上， 野田不忘调和、
抚慰竞争对手。29日赢得党首选举后，野田
对另外4名候选人说：“我说过，让我们结束
那种怨愤政治。”

作为一名摔跤运动爱好者， 野田说，
他青睐于正面交锋，讨厌“暗箱政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短短5天，野田从没有把握到最终当选

立陶宛一架军用教练机与一
架法国军用飞机30日在立陶宛上
空相撞，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故发生
在立陶宛北部的希奥利艾空军基
地附近。 当地时间30日上午10时
30分左右，一架立陶宛L-39军用
教练机和一架法国“幻影”战斗机
相撞。事故发生时，法国战斗机正
在执行北约保护波罗的海地区领
空的任务。

立陶宛希奥利艾空军基地副
指挥列娃·古尔比尼耶内说，法国
飞行员成功将飞机降落在基地的
军用机场。 立陶宛飞行员则跳伞
逃生，飞机坠落在附近森林。

立陶宛与法国
军机相撞

巴基斯坦官员29日说， 巴方
尚无法证实“基地”组织二号人物
阿提耶·阿布德·拉赫曼的死讯。

美国官员27日宣布， 美国无
人机22日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
的边境部族地区实施空袭， 炸死
拉赫曼。 但路透社29日援引巴基
斯坦官员的话报道， 巴方没有掌
握任何信息， 显示拉赫曼在那次
无人机空袭中丧生。

“我们试图查证，” 一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军方高级官员说，“但
我们尚未得到来自任何消息源的
确切信息，证实（拉赫曼）身亡。”

另外，按这名军官的说法，巴
方官员对美方有关“基地”领导层
架构的分析持不同意见， 称巴方
并不确信拉赫曼就是“基地”二号
人物。

路透社分析， 巴阿边境部族
地区山势险峻， 加上非法武装人
员与当地部族间关系暧昧， 巴基
斯坦情报人员难以深入这一地区
获取一手信息。 ■均据新华社

“基地”老二
死讯难证实

29日，新当选的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左）与菅直人握手。

卡扎菲妻子索菲娅、两个儿子汉尼拔和穆罕默德、女儿艾莎已逃亡阿尔及利亚。

动态

分析

菅直人“让路”
野田接任新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