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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6月1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比奇市，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枪击事件现场工作。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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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2日 第 2019063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1 14 29
奖池累计金额 ： 718713061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22 31 19 蓝球: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91
1005
56213

1145392

8810675

5
1
31

1844
39691

293133

0
294599
3000
200
10

5

9289366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1日
第 2019145期 开奖号码: 3 1 5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304
0

788

1040
346
173

316160
0

136324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2日
第 2019146期 开奖号码: 0 1 3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624
0

747

1040
346
173

648960
0

129231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坚定维护世界繁荣稳定，坚决
捍卫中国正当权益。多名参会
代表认为， 时隔8年之后中国
国防部长再次率团出席香格
里拉对话会，其发言中传递出
的信息不仅让各国对中国的
国防政策及安全理念有了更
加清晰完整的认知，也显示出
了中国军方在国际舞台上日
益自信的姿态，这对促进亚太
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十
分重要。

这些政策理念经过中方
系统阐释，在与会代表中反响
积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
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
明江表示， 作为一个大国，中
国为国际安全所作的努力具
有建设性意义。中国防长利用
香格里拉对话会这一平台坦

诚务实地阐述了中国的国防
政策及为世界稳定所作的贡
献，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效果。

菲律宾和平、暴力和恐怖
主义研究所主任罗梅尔·班劳
伊说，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政
策，不争霸不称霸，中方此次
对这些理念的诠释有助于消
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顾
虑。同时中国军队积极参与联
合国维和等为世界和平作出
贡献的实际行动，也让各国看
到了中国维护地区稳定的信
心。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
级顾问弗朗索瓦·埃斯堡说，
此次会议上中国对维护国家
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表态清晰
坚定，让人印象深刻，相信与
会代表都接收到了这一信息
并会严肃对待。 ■据新华社

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上， 南海和台湾等议题备受关
注。魏凤和指出，中国的发展离
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
开中国。中国不觊觎他国利益，
不嫉妒他国发展， 但坚决不放
弃自身正当权益， 任何外国不
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关于中美关系，魏凤和表
示，中美关系历经风雨总体向
前。 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

择，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中美两军应努力落实两国元
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使两军关
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希
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不冲
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
道向前发展。

魏凤和表示， 中国军队愿
同亚太各国军队携手应对挑
战，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
共同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

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 中国防长发言引各界高度关注

若有人敢分裂台湾，中国军队不惜一战
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香会）5月31日至6月2日

在新加坡举行，约4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军队高官和专
家学者与会，就亚太地区热点安全议题展开讨论。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2日上午就“中国
与国际安全合作”议题作大会发言，重点介绍中方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努力，充分阐释中国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
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魏凤和说，当今世界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和挑战增多。中国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念
大道至简， 是世界人民和谐共
处、 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正
确选择，是实现世界和平安宁、
人类繁荣发展的正确道路。

魏凤和说，面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安全形势，中国政府和
军队坚决维护世界和地区繁
荣稳定。在实现亚太地区共同
繁荣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各国
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切必须
得到尊重和维护。中国不觊觎
他国利益， 不嫉妒他国发展，
但决不放弃中方的正当权益，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方会吞

下损害自身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苦果。

关于台湾问题， 魏凤和
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
个国家会容忍国家分裂。中国
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
分裂中国的企图都不可能得
逞，任何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径
都注定失败，任何对中国军队
决心意志的低估都极其危险。
我们愿以最大诚意、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决不承
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有人胆
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
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将不惜一
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
维护祖国统一。

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

印度政府6月1日向喜马拉雅
山脉楠达德维山东峰派出一支救
援队，搜寻一支登山队的8名失踪
人员。

这些失踪人员包含4名英国
人、2名美国人、1名澳大利亚人和
1名印度人，包括向导之一、英国
资深登山者马丁·莫兰。

印度北阿肯德邦比托拉格尔
地区民防部门官员维贾伊·库马
尔·乔格丹达告诉路透社记者，这
批登山者原定5月31日返回登山
营地，却一直不见踪影。当地一名
警官说， 当地政府31日晚间收到
登山队其他队员报告， 随即安排
搜救。

乔格丹达说，搜救队需要耗费
数天确定登山者最后出现的区域。
由于天气状况欠佳，搜救队6月1日
晚间暂停作业，2日继续搜救。 印度
空军一架直升机2日加入搜救。

印度媒体报道， 登山者可能
遭遇一场大规模雪崩。

■据新华社

美国警方6月1日公布弗吉尼
亚州弗吉尼亚比奇市枪击事件嫌
疑人身份，仍在调查他的作案动机。

嫌疑人是德韦恩·克拉多克，
40岁， 弗吉尼亚比奇市政部门工
程师，入职15年。

美国媒体报道， 克拉多克曾
在国民警卫队服役， 没有派驻海
外经历。退役后，他在私营企业上
班数年， 最终成为弗吉尼亚比奇

市政部门雇员。他没有犯罪前科。
克拉多克当地时间5月31日

下午大约4时在市政中心开枪，射
杀12人， 与警方交火过程中中弹
死亡。遇难者中，11人是市政部门
雇员， 其中一些人与克拉多克在
同一个部门工作。

警方透露，克拉多克“心怀不
满”，案发前没有遭解雇。

■据新华社

美国国务院以加强安全审查
为由， 已经开始要求绝大部分美
国签证申请人提交个人社交媒体
账号信息。

这一新规已于5月31日执行，
记者登录美国签证申请网页发现，
填写申请表的一个环节要求填写过
去5年在20个社交网页上使用过的
个人账号。根据签证申请页面，申请
者需要提交在豆瓣、脸书、拼趣网、
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推
特、优酷等社交媒体上的个人账号。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证实了
美方签证新规， 提醒赴美中国公
民在申请签证时遵守相关法律，
如实填写赴美目的， 如实提供申
请材料， 抵美后不从事与签证类
别不符的活动。

当地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国务
院官员的话说， 美国时刻寻找加
强对签证申请者审查的方法。该
官员表示， 申请者可以填写自己
不使用社交媒体， 但如果撒谎将
面临“严重的后果”。

据美国国务院估算， 这一新

规可能影响约71万移民签证申请
者和1400万非移民签证申请者。
只有部分外交和公务签证申请者
不受此新规影响。

对于新规， 美国舆论多有批
评声音。 美国民权联盟在一份声
明中说，新规定会助长歧视行为，
而且收集的信息“明显超出了保
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范畴。”

■据新华社

申请美国签证，先提供社交媒体账号

印度在喜马拉雅山
搜救8名失踪登山者

美国弗州射杀12人
枪击嫌疑人身份揭晓

中国防长香会发言传递三重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