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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会见蓬佩奥 双方希望恢复俄美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 14 日在俄西南部城市索契会见了来访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双方在会谈中均表示希望恢复两国关系。
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公告说，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他近日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得到的印象是，特朗普有意恢复美
俄之间的关系和接触，有意共同解决双方均感兴趣的问题。普
京说，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愿意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关系。
普京认为，俄美在维护战略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
散、
解决地区危机、
打击有组织犯罪、
解决生态和贫困等问题方面
拥有共同利益。两国可在稳定世界能源市场等方面开展协作。
普京还说，
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米勒有关特朗普
“通俄”
的调
查结果总体客观，
证实俄罗斯与特朗普政府之间没有任何串通。
蓬佩奥在会谈中说，美俄拥有共同利益和能够进行合作的
共同问题，这是特朗普总统委托他转达的信息。他还说，美俄
可在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问题和战略对话等方面开展合作。

蓬佩奥 14 日首次以美国国务卿身份访问俄罗斯。当天早
些时候，他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在索契举行了会谈。蓬佩奥表
示，会谈“富有成果”，双方讨论了两国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的外
交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
拉夫罗夫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双方详细
讨论了俄美双边关系现状，并就委内瑞拉、朝鲜半岛、叙利亚、
乌克兰、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局势以及伊核协议等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拉夫罗夫表示，双方商定恢复两国间此前被冻结的交流渠
道。俄方有意恢复与美方在战略稳定方面的专业性对话。此
外，俄方还向蓬佩奥递交了有关采取措施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
备忘录，以供美方进行研究。
受乌克兰问题、
俄前特工
“中毒”
案以及美俄先后暂停履行《中
导条约》等事件影响，
俄美两国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 据新华社

美披露重返月球计划更多细节 项目以月神命名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 14 日在一场活动上公布了美
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计划的更多细节，确认将利用“太空发射系
统”火箭和“猎户座”载人飞船在 2024 年前完成载人登月任务。
与此同时，美国重返月球计划正式得名“阿耳忒弥斯”，这
一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对应着实现“首名女性宇
航员登月”的项目预想。
“ 阿耳忒弥斯”也是希腊神话中“阿波
罗”的孪生姐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登月项目即以“阿波
罗”命名。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为美国航天局 2020
财年预算追加 16 亿美元，总额达到 226 亿美元，以加速实现重
返月球计划。布里登斯廷 14 日在面向美国航天局员工的讲话
中说，2020 财年追加 16 亿美元预算已经足够，但以后几年仍需

更多经费，才足以使 2024 年前载人登月成为现实。
美国航天局 2020 财年追加的预算中大约有 6.5 亿美元将
用于开发“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飞船。前者是美国重返
月球计划将要使用的大推力运载火箭，其首飞时间已被多次推
迟，曾有人提出购买商业公司火箭作为替代选项。
布里登斯廷也透露，美国重返月球计划会考虑商业航天
服务，包括购买月球车。美国航天局计划 2023 年让一台月球
车落月，以探索把月球水冰转化为能源、氧气和饮用水的方式。
特朗普 2017 年底下令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
火星，美国航天局原计划到 2028 年实现重返月球的目标，但特
朗普政府认为 2028 年登月的时间表“不够好”，并于今年 4 月要
求在 2024 年前将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
□据新华社

特朗普否认
美国制定出兵中东计划
美国总统特朗普 14 日说，美国目前没
有向中东地区大规模调遣军力的计划，媒
体此前的相关报道为“虚假新闻”。
美国《纽约时报》13 日援引美方官员的
话报道说，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已向白宫
递交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根据该计
划，一旦伊朗攻击美军或加速研发核武器
项目，美国将调遣至多 12 万美军前往中东
地区。
特朗普 14 日在启程赴路易斯安那州前
对记者说，美国目前没有类似计划，
《纽约
时报》的报道是“虚假新闻”。特朗普同时
称，美国不希望被迫做出这种计划，但是如
果有相关计划，美国将会派出更多兵力。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宣布不再给予部
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
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后又宣布制裁
伊朗钢铁、铝、铜等产业。此外，美国还宣
布向中东地区部署“亚伯拉罕·林肯”号航
母战斗群、B-52 战略轰炸机和船坞运输舰
等以应对“伊朗威胁”。
作为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本月 8 日宣
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不再
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铀。同时，伊朗拟在
60 天内与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谈判伊方权
益问题，若诉求得不到满足，伊方将不再限
制铀浓缩活动的产品丰度。 □据新华社

1030 万！
“小团体”
成就大梦想
近日，合肥的体育彩票购彩者圈子里炸锅了，体彩大乐
透第 19054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2、18、23、27、30”，后
区开出号码“05、10”。全国共中出了 29 注一等奖，单注奖
金 1000 万元，其中合肥就中了一注。据了解，中奖票是出
自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 72 号吉祥大厦旁 01662 网点的复
式票，奖金累计达 1030 万余元。
5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多，01662 网点业主小盛带着 10 人
中奖团前来领奖，业主小盛说，他自己以前也是一位购彩
者，当业主卖彩票才一个多月，可能是赶上了大乐透新规的
这股热潮，大乐透销量很好。业主小盛在卖彩票的同时，还
喜欢跟店里的购彩者交流心得，向大家“通报”自己看好的

号码，而身边的人对他也充满了信任。
业主小盛介绍说，合买团从 5 月 4 日开始守号，当晚
开 奖 后 ，小 盛 建 议 ，前 区 号 码 不 变 ，后 区 号 码 调 整 ，接 连
几期，选的号一直没变，每期都是 9+3 的复式票，总共投
注 756 元。
当晚开奖的第一时间，小盛就意识到他的小团体中奖
了，他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大家，结果这一晚，他的小
团体成员个个兴奋得睡不着。一对夫妻兴奋地说，他们买
了两份，中了 80 万，终于可以轻松地把房贷还了，丈夫继续
上班，妻子还安心带孩子，至于大乐透，他们还会一如既往
地买，平淡的生活还会继续过下去。
□ 黄士庚

一击命中乐透不止
宣城购彩者喜中 82 万

直选和组选皆中奖
宿州老彩民收获 6 千

近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45 期的开奖号码为：前区 01、
04、16、19、33，后区 03、12。安徽中得一等奖一注，单注奖金
1000 万。宣城中了 5 注二等奖，且全部为追加投注。略有遗
憾的是本期二等奖全国开出 263 注，单注奖金为 9 万余元。
据悉，宣城这张中奖票是一张单式 5 倍的追加投注票，
票面金额为 15 元；投注号码是 01、04、16、19、33，后区为 03、
07。一号之差，令购彩者张先生（化姓）与一等奖无缘，好在
张先生选择了追加投注以及 5 倍的倍投，使得奖金也达到了
82 万元。虽与 9000 万元擦肩，但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了。可谓是一击命中，乐透不止。
体彩大乐透是大盘乐透型游戏，也是目前国内彩票市场
上奖金最高的游戏，尽管中奖难度大，但一旦中得大奖，奖金
就非常可观。一般购彩者都是怀着一个“小投注、大奖金”的
心态购买体彩大乐透的。众所周知，
“ 追加投注”是体彩大乐
透的重要投注方式。新规则方面，对追加投注也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追加投注仅参与浮动奖奖金分配，但由原来的 60%提
升至 80%。对于这一调整，不少购彩者认为，
“追加投注”的作
用将更明显，
奖金更有料，
收获更多欢乐。
□ 孙琴琴

体彩排列三作为小盘玩法，虽然单注直选奖金只
有千元，但凭借好玩易中的特性，深受新老购彩者喜
爱。近日，排列三第 19103 期开奖，开奖号码为“3、4、
5”，宿州购彩者黄先生（化姓）喜中直选 5 注、组选 5 注，
合计奖金 6065 元。
接触体育彩票多年，黄先生对排列玩法情有独钟，
每天都要到体彩店坐一会，买上几注排列三彩票。和
很多同时偏爱排列三和排列五的购彩者不同，黄先生
对后者不感兴趣，而是专心研究排列 3 的直选和组选玩
法，这种专注精神，让中奖成为了黄先生生活的常态，
他也逐渐成为一名排列三玩法高手。
前一晚排列三开奖后，黄先生看着手中未中奖的彩
票，突然灵感迸发，脑海中跳出“3、4、5”这组数字，第二
天一早，
他就来到体彩店，
把这组数字变成了直选和组选
彩票。当晚开奖时，
“3、4、5”依次从摇奖箱里蹦出，幸运
再次降临到黄先生头上，他也再次体验了双喜临门的感
觉。此次中奖，
黄先生心态非常平和，
表示购买排列三多
年，
他非常享受中奖的喜悦和选号过程。
□ 吴倩倩

体彩安徽微信二维码

安徽竞彩微信二维码

排列三擒奖有妙招
枞阳购彩者连续中奖
近日，排列三第 19109 期开奖，枞阳购彩者
老 张 凭 借 2 张 单 式 票 ，对 号 码“9、8、3”进 行 了
倍投，拿下 5 注直选和 5 注组选，合计收获奖金
6065 元。
据了解，老张是一位对彩票有着自己独到见
解的，有着 11 年购彩经验的购彩者。老张研究排
列三有好几年了，这次是他今年第二次中排列三
直选，年初他就中了一次 2000 多元的直选，而排
列三组选的奖金他也多次中得。谈及选号方法，
老张说：
“ 我投注排列三的方法是在研究遗漏和
和值的基础上，结合近期走势初步得出一个范
围，然后从中筛选出几注号码进行长期守号。这
次买的还是有点少了，我打算从下期开始多打几
倍，争取中个过万的奖金！”
□ 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