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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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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选 ５第 11307期
本期投注额：1941120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27
2558
40810

单注奖金(元)
22933
50
5

中奖号码： 08��09��10��16��19

排列 ３、排列 ５第 11307期
本期投注额 22161096元

中奖号码 9� � 9� � 0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3280� � � � � � � � 1000
组选 3� � � 2988 � � � � � � 320
组选 6� � � � � � 0� � � � � � � � � 160

中奖号码：9� � 9� � 0� � 7� � 3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1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泰国总理英拉10日说，她不会辞职并决
心尽最大努力应对洪灾。

英拉9日向国会提交2012财政年度预算
案，打算投入1600亿泰铢（约合52亿美元）提
振灾后经济、兴修水利。

反对党批评英拉未提出应对洪灾的明
确方案，敦促政府调整预算，把更多钱花在
灾民身上。

总理视察
英拉10日视察位于首都曼谷乍都乍集

贸市场的一处避难所。有记者问她是否有意
辞职，英拉说自己不会辞职，呼吁公众理解
政府。

“人们支持我并给我投票。因此，我希望
尽最大努力继续工作，” 她说，“每个人都已
尽力。这是自然灾害，其他国家（政府）也无
能为力。”

“我希望（民众）对那些正在抗洪的官员
报以宽容。 我将尽最大努力， 听取一切建
议。”英拉说。

反对派一些人士批评英拉政府缺乏领
导力，应对洪灾不力，要求执政刚满3个月的
英拉下台。 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发言人差瓦
侬·因达拉哥玛拉素说：“她（英拉）管理国家
至今没有方向，缺乏决策力。”

依照曼谷大学8日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
报告，英拉政府的支持率约为48%。调查涉
及全国1168名受访者。

承受质疑
泰国政府2012财年预算案总额2.38万

亿泰铢（793.9亿美元），其中1600亿泰铢（52
亿美元）投入灾后恢复和水利工程；部分开
支用于兑现英拉竞选期间对选民的承诺，比
如向首次购房者和购车者提供经济支持。

围绕预算案，泰国民主党主席阿披实在
国会辩论期间向英拉“发难”，批评预算案没
能反映关联洪灾的诸多问题， 没把钱用在
“刀刃上”，认为政府就洪灾影响作出“扭曲
设想”。

阿披实就预算案提出四点质疑。
其一， 政府开支方案与经济形势不一

致，涉及应对洪灾损失的预算尤其明显。
其二，政府没有提出战胜洪灾危机的明

确方案。
其三，灾后重建迫在眉睫，政府却没能

重新规划开支的优先事项。诸如向首次购车
者提供政策优惠的“不必要政策”仍获得资
助。

其四， 政府在预算中标记1200亿泰铢
（39亿美元）赈灾款，却没提出任何灾后恢复
具体措施。

泰国《民族报》援引阿披实的话报道，英
拉政府一边应对洪灾，一边筹备预算案，“时
间紧迫，可以理解”。不过，他希望政府重新
考虑开支分配， 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灾后重
建。

洪灾持续
泰国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日，首

都曼谷50个区中大约23个受洪水侵袭，全国
529人死于洪水及洪水引发的次生灾害。

洪灾对制造业、交通运输和零售业的影

响持续显现。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9日发
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与139家日本上市企业
关联的215家泰国工厂因洪灾遭受损失，或
停工，或被迫调整生产，涉及电子产品、汽车
等领域。

一条连接曼谷与南部多个省份的公路9
日遭淹，影响曼谷与普吉岛、阁沙梅岛等旅
游目的地间的交通。

德新社报道， 在距离曼谷700公里的普
吉岛， 不少零售商调动全球供应商资源、采
取限购措施，以防出现商品断货。

英国知名连锁超市特易购集团的普吉
岛连锁店从马来西亚进口300万升饮用水和
800万包方便面。 另一家零售商从越南等国
运来物资，以确保饮用水、鱼罐头、面条、鸡
蛋、乳制品等供应充足。 ■综合新华社

英拉顶住抗洪质疑拒绝辞职
洪水已造成529人死亡 泰政府拟投入52亿美元提振经济

据英国媒体9日报道，美国一名中学女
教师在3个月内与11名未成年学生发生了
性关系，面临53项指控，最多可能被判60年
监禁。她被认为是美国过去10年中，侵犯未
成年儿童罪行最多的教师。

这名女教师名为辛迪·克利夫顿，现年
41岁，家住田纳西州科温顿。克利夫顿被控
在今年4月至7月期间， 与11名不同的学生
发生性关系。调查人员说，克利夫顿为这些
男孩提供酒类饮品， 并在家中与他们发生
性关系。受害者年龄从14岁到17岁不等，其

中一些是参加她的阅读课的学生， 很大一
部分都是她女儿的朋友， 她的女儿也参加
过饮酒聚会。

今年8月份，克利夫顿工作的克雷斯特
维尤中学校长接到有关克利夫顿行为不检
点的投诉，当地警方遂介入调查。

克利夫顿通过律师否认这些指控，律
师还称她是个甘于奉献的妻子、 努力工作
的教师、忠于教会的虔诚教徒。克利夫顿此
前已经获得保释， 她的案件将在当地时间
10日开始审理。 ■据中国日报

美国“最大家庭”8日宣布，“超级母亲”
米歇尔·达格尔再度怀孕， 明年4月迎来第
20个孩子。

孕期进入14周， 米歇尔告诉美国TLC
电视台记者：“我们非常兴奋。我感觉良好，
已经度过孕期不适阶段。”

米歇尔现年45岁， 丈夫吉姆·鲍勃·达
格尔46岁， 生育19个孩子。 老大乔舒亚23
岁，最小的女儿乔茜23个月大。一家人参与
录制TLC电视台真人秀节目《19个孩子》，
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家庭”。

如何向孩子们宣布又要添一个弟弟或
妹妹？吉姆让全家聚在一起合影，没说“芝
士”，却说“妈妈又有了宝宝”。

如今， 孩子们正热烈讨论第20个宝宝
的性别和名字。

这个“超级家庭”住在阿肯色州小石城
一座大房子里，面积大约650平方米，所有
孩子在家中接受教育。 家里9个卫生间、一
个超大型厨房、多台洗衣机和烘干机。孩子
们的卧室像集体宿舍， 整座住宅像小型学
校。 ■据羊城晚报

“超级母亲”要生第20个孩子

性诱11名学生，女教师或判60年

德国人伯恩哈德·菲尔特内尔是名
医生，可他的病人无法自己讲述病情，甚
至无法告知伤痛究竟在何处， 因为菲尔
特内尔的“病人”是植物。如今，菲尔特内
尔的职业在德国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除了在办公室里看病， 菲尔特内尔
也接受电话咨询和提供上门服务。 菲尔
特内尔对到办公室咨询的客户不收费，
提供一年的出诊和园艺服务收费不超过
550欧元（约合765美元）。

“我们许多客户其实只是没时间照
看植物，” 德新社9日援引菲尔特内尔的
话报道， 他们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喜欢
在自家弄个小花园，30岁以下的客户相
当少见”。

菲尔特内尔现年40岁， 完成大学学
业后到瑞典学习植物病害专业。他说，当
植物医生的灵感10年前来自他在园艺中
心的经历。

■据新华社

给植物看病，这个医生受欢迎

2010年拍摄的超级大家庭。

美国纽约市一名律师因商家允诺的
“免费早餐”长期没有兑现，向一家高档
健康俱乐部索赔23万美元。

理查德·卡茨在9日公布的一份欺诈
案起诉书中说，“世代” 俱乐部工作人员
2009年12月向他介绍， 每年交5000美元
会费，可获赠“完全免费早餐”等多项优
惠。

这家俱乐部位于纽约繁华地带，距
华尔街仅一个街区。 俱乐部官方网站承

诺，顾客成为俱乐部会员后，可在附近一
家高档餐厅享用免费早餐。

卡茨说，免费早餐从2010年8月起停
止供应。他随后向俱乐部索要退款，遭到
拒绝。

卡茨在起诉书中向“世代”俱乐部索
要早餐损失费23万美元。

“世代”俱乐部尚未回应卡茨索赔起
诉。

■据新华社

免费早餐没了，索赔23万

11月7日，泰国总理英拉视察曼谷灾区时向民众分发食物。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