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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8006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7 09 16 18 21 23 27
特别号码

2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0
12
295
755
9144
14690
103480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1
35
84
445

每注奖金（元）
0

22035
1792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7993456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35814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总 计

中奖注数2注33注221注2742注33005注369617注405620注

每注奖金3352838元10444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6705676元344652元397800元822600元660100元1848085元10778913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8005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643496元
开奖结果：3 2 8 5 0 6 4

本期中奖情况

1000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3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号码: 8 9 1

青海省销售总额：672870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8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249
0

412
0
0
0
4
0
0
2
6
1
0

0
0
0
3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9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258960

0
71276

0
0
0

344
0
0
38
60
2
0

0
0
0
57
0
0
0
0

中奖总金额：330737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8012期

第18012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6346752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76680元
开奖结果：4 3 7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5312注0注13085注

本地中奖注数23注0注46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3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17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700000元

第18012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1923128元
开奖结果：4 3 7 7 3

本期中奖情况

211327130.3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3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799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新华社电 美国连锁酒店万豪首席执行官11日发
表声明，为公司近日两起涉华不当行为道歉，称尊重中
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将采取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

“我们不支持任何企图分裂中国领土主权的人，我
们也不以任何方式鼓励或煽动这类个人及团体。我们
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表示真诚的道歉。”万豪集团
首席执行官阿恩·索伦森在一份给新华社记者的声明
中说。

声明称，万豪已修改了相关表态，纠正了不当行
为，并对万豪所有网站和手机应用上的相关内容进行
核查。索伦森表示将积极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
并在得出调查结果后对相关负责人员采取必要的处罚
措施。

9 日，有网民曝光万豪在一份致中国会员的问卷
中，将中国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列入“国家”一
栏。此后还有媒体曝出万豪酒店在美国社交网站推特
上为一个“藏独”团体账号“点赞”。记者11日发现此次

“点赞”已被撤回。
上海黄浦区网信办及市场监管局日前已约谈万豪

酒店管理公司上海负责人及万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负
责人，要求整改。此外，由于万豪酒店的行为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相关规定，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对其立案调查。

上海旅游局约谈万豪上海旅游局约谈万豪
责令其查明事实责令其查明事实、、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记者12日从上海市旅游局获悉，针对“万豪会员邮
件事件”，市旅游局于11日晚紧急约谈万豪国际集团上
海公司相关负责人，责成万豪酒店管理层立即查明事
实，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进行调
查处理。

上海市旅游局严正强调，所有在华酒店必须遵守
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感情。责成万豪酒店管理层
立即查明事实，说明情况，并向公众真诚道歉；立即落
实整改，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并配合相关部门
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据悉，万豪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深刻认识问题严重
性，将认真配合相关调查，落实整改要求，回应社会关
切。

国家旅游局11日公告称，责成上海市旅游局尽快
查明事实，配合相关部门作出处理。国家旅游局重申，
旅游住宿企业要立即对企业网站和APP上的信息进行
全面排查，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坚决杜绝出现类似
事件。

上海网信办上海网信办
责令责令zarazara和美敦力网站立即更正违法违规内容和美敦力网站立即更正违法违规内容
记者12日获悉，因出现违法违规内容，又有两家国

际品牌的网站被上海市网信办责令更正、全面自查整
改并致歉。

据媒体报道和网民举报，经上海市网信办核实，
zara网站（zara.cn）“JION LIFE”栏目下的“收取衣服”选
项介绍中，将台湾称为“国家”；美敦力网站（medtronic.
com）“国家”选项中，有“中华民国（TAIWAN）”字样，并
与其他国家并列。

上海市网信办1月12日向zara.cn运营主体爱特思
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medtronic.com运营主体美
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发出《互联网站整改通知
书》，责令两家网站立即更改违法违规内容，并于12日
18时前在官方网站刊发致歉声明。同时要求两家网站
全面自查，进一步加强官方网站及APP信息内容合法
性审查和管理，按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上海市网信
办将视整改情况作进一步处理。

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网络空间不
是法外之地，跨国企业应遵守中国互联网相关法律法
规，做到合法合规运营。上海市网信办将加大对互联
网违法违规信息的整治力度，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广大
网民据实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生态。

万豪CEO为涉华不当行为道歉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安

蓓）2018年首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将迎来
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12日称，按照现
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18年1月
12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提高180元和175元。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要求，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组织好成
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

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级价格主管部
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
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
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58价格监
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成品油
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合国内外石油
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市场原油价格

大幅上涨，升至三年以来新高。国家发改
委价格监测中心的分析报告认为，近期国
际油价涨速过快，若中东局势保持稳定，
短期国际油价或有一定回调；若伊朗等地
缘政治冲突升级，国际油价或将迎来进一
步上涨。全年看，全球原油市场供需将趋
于平衡，预计国际油价总体水平将上移，
国际油价走势需重点关注美国页岩油增
产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之间的博弈。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据公安部
消息，12 日下午，随着两架中国民航包
机分别降落在河南郑州国际机场和陕西
西安国际机场，104 名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嫌疑人被我公安机关从老挝押解回
国，涉及全国多地的 300 余起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成功告破，涉案金额3000余万
元人民币。

据了解，去年以来，河南、陕西两地
先后发生百余起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
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害群众被
骗上百万元，社会影响恶劣。案件发生
后，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即部署河南、陕

西两地公安机关循线追踪、深挖细查，全
面开展侦办工作。经对涉案线索进行集
中研判，公安机关初步查明上述案件的
多个犯罪窝点位于老挝境内，犯罪嫌疑
人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等专门针对
我大陆群众实施诈骗。按照公安部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传统盗抢骗犯罪等

“三打击一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部署，公
安部立即派员率河南、陕西等地公安机
关民警组成的工作组赴老挝开展工作。

经缜密工作，在掌握相关犯罪事实
和证据基础上，去年年底，工作组和老挝
警方先后两次开展集中抓捕收网行动，

共捣毁在老挝万象市和琅勃拉邦省的6
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抓获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嫌疑人104名，缴获涉
案银行卡、电脑、语音网关等一大批赃物，
初步核破涉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00余起。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冒充公检
法机关工作人员等进行电信网络诈骗不
仅欺骗性强，而且严重损害公检法机关
执法形象，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公安机关将坚持主动进攻、重拳出
击、深挖彻查，不断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坚决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12日从
工信部获悉，针对近期媒体报道相关手机
应用软件存在侵犯用户个人隐私的问题，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约谈了北京百度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蚂蚁金服集团公司
（支付宝）、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今
日头条），要求三家企业立即进行整改。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指出，三家企业均存在用户个人信息收集

使用规则、使用目的告知不充分的情况。
工信部已组织技术部门对相关手机

应用软件是否存在侵犯用户个人隐私行
为进行持续监测，并将加强对互联网服
务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告知、账号注销等
环节的监督检查。一经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将严肃查处并向社会曝光。

工信部要求各互联网企业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

原则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不得收集服务
所必需以外的用户个人信息，不得将信
息用于提供服务之外的目的，不得非法
向他人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同时进一
步优化服务协议、用户隐私政策和手机
权限调用说明，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三家企业表示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
对相关服务进行全面排查，加强内部管
理，完善产品设计，认真整改。

新华社杭州1月12日电（记者 马
剑）浙江省建德市一女子驾驶证扣留状
态下发朋友圈晒“无证驾驶”，并调侃当
地交警“一年出来四次，春夏秋冬各一
次”。该朋友圈截图在当地流传，交警两
个月后看到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理。

“无证驾驶的我，把车子停在交警面
前，然后问他，菜市场怎么走啊？交警告
知之后，他还提醒我，开车小心点，慢一
点。”前段时间有这么一条微信朋友圈截

图在建德市乾潭镇传播，发信息的女子
还在评论区调侃，“乾潭交警一年出来四
次，春夏秋冬各一次”。

这条2017年10月29日发布的朋友
圈截图传着传着，1月3日被乾潭交警中
队的民警看到了。尽管离事发时已经过
去两个多月，民警还是决定：如果该女子
是无证驾驶，绝不能姑息。

2018 年 1 月 9 日，乾潭交警中队民
警在日常设卡检查时发现了该女子驾驶

的橘色吉普，驾驶员和微信中的自拍照
是同一个人。经查，驾驶员洪某是乾潭
镇人，1979 年出生，从事个体经营工
作。2017年5月，洪某因驾驶车辆超速
50%以上被记满12分，目前仍处于驾驶
证扣留状态。

经过交警的批评教育，洪某当即删
除了朋友圈，并表达了悔过之意。针对
洪某在驾驶证被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的
行为，交警依法对其处以200元罚款。

汽柴油价格迎汽柴油价格迎20182018年首涨年首涨

104104名电信网络诈骗嫌犯从老挝押回名电信网络诈骗嫌犯从老挝押回

手机手机APPAPP疑侵犯疑侵犯隐私隐私

工信部约谈百度工信部约谈百度、、支付宝和今日头条支付宝和今日头条

无知无知？？浙江一女子竟晒浙江一女子竟晒““无证驾驶无证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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