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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15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5018722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80956元
开奖结果：9 3 9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2690注3911注0注

本地中奖注数12注7注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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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79069.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48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4800000元

第18215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1454826元
开奖结果：9 3 9 4 3

本期中奖情况

249604824.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0月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8093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4 05 09 21 24 28 29
特别号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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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
269
760
7958
12721
93572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0
19
27
236

每注奖金（元）
532776
20757
1697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6996530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2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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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注3注152注2284注26778注327193注356410注

每注奖金 -114941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0元344823元273600元685200元535560元1635965元3475148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8092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3425640元
开奖结果：9 7 5 2 5 9 1

本期中奖情况

11369601.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0月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号码: 4 2 5

青海省销售总额：543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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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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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0

138
0
0
2
0
0
2
1
6
0
0

0
0
0

3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5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394160

0
23874

0
0

1212
0
0
42
15
60
0
0

0
0
0

57
0
0
0
0

中奖总金额：419420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8215期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为促进旅游经
济与地方餐饮文化的结合，进一步挖掘、
传承、弘扬地方餐饮文化，积极打造“食在
青海”品牌，坚持将旅游餐饮作为拉动内
需、扩大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努力打造
人民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8月10日，
以“打造青海特色美食品牌，推动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旅游与地方特
色美食“金点子”研讨会在我市举办。
会议邀请国内餐饮行业专家、文化名
人、知名餐饮企业负责人等围绕“以工
匠精神提升地方小吃品质”“打造小吃品
牌，推动旅游发展”“挖掘特色小吃文
化，打造旅游美食产业”等方面，就当
前我省旅游餐饮发展现状、发展趋势、
餐饮管理经验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讨和
广泛交流。

会议指出，旅游业被誉为五大幸福产
业之首，而地方饮食作为旅游要素之

一，是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随着游客需求日趋多元，在
观赏美景的同时体验地方饮食文化、深
度感知一方水土成为游客的必然选择。组
织召开此次旅游与地方特色美食“金点
子”研讨会，其主要目的是主动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新常态，以会议为载体，在积极
推广优秀餐饮文化的同时，为餐饮行业
各方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集思广益，
探讨新时代旅游餐饮发展新思路，推动
旅游餐饮行业绿色发展，对推进旅游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旅游业全域、全
季、全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指出，此次研讨会是贯彻落实全
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精神的具体举措，更
是促进全省餐饮行业和旅游经济发展的
具体体现，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产业弱、
小、散、乱，整体竞争力不强；产品开发层
次低，包装设计的创新性和便携性不足；

品牌意识淡薄，饮食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等
问题，创新工作思路和措施，进一步明确
方向、调整结构，将重点放在满足大众消
费上、实现旅游餐饮行业的平民化转型
上；要把准脉搏，将门店小型化、菜品家常
化、价格亲民化、服务自助化等作为当前
餐饮业的发展方向；要不断创新，在经营
形式、就餐环境、餐饮功能、管理模式、活
动内容上创新。

会议强调，要立足青海老字号餐饮品
牌、特色旅游餐饮街区、民族餐饮、主
题宴席、农家乐餐饮、民间小吃等饮食
资源，以产业培育为核心,菜系发展为重
点,品牌塑造为突破口,进一步加强青海特
色食品的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加快
青海菜 （小吃） 开发创新,构建青海美食
产业体系,打造“舌尖上的青海”旅游品
牌,传承和弘扬青海美食文化，为繁荣青
海经济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记者 刘瑜 通讯员 李静）记者从省气
象台了解到，8月11日至13日，全省自西向东有
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其中西宁、海东、海北、海
南、黄南、果洛、海西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
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2日白天到13日夜间，以系
统性降水为主，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
大风天气，日最大降水量将达30mm—60mm。

具体预报如下：11日，海西东部、海北、海南、
玉树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
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12日，西宁、海东、海北、
海南、黄南、果洛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唐古拉
山区、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小雨或阵雨。
13日，西宁、海东、海北、海南、黄南、果洛有中雨，
局地有大雨，唐古拉山区、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
余地区小雨或阵雨。西宁地区具体预报：8月10
日 20 时至 11 日 20 时，晴转小雨，12℃—27℃；11
日20时至12日20时，小雨，13℃—19℃；12日20
时至13日20时，中雨转小雨，10℃—22℃。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大
雨落区范围大，且仍集中在青海东部前期降水明
显区域内。前期降水已经造成乐都、民和等地出
现洪涝、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本次强降水会加大局
地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出现的可能
性。青海省气象局将密切关注降水落区、量级及
降水性质的预报，动态发布降水预报预警、适时开
展人工防雹工作。

本报讯（记者 悠然）8月9日，一段10秒的视
频在网络上引发热传，视频显示，一辆车牌号为川
AR8N82的白色途乐越野车，行驶至高速路上的
施工路段时，车内乘车人直接向窗外抛撒白色垃
圾，影响后面车辆行驶。目前，经相关部门查证这
段视频的事发地并非在青海境内。

据了解，8月9日，一段高速路上乘车人向车
窗外抛撒垃圾的10秒短视频在青海人手机朋友
圈中刷了屏。记者在手机上看到，该条视频在转
发过程中用文字标注了“川AR8N82青海不欢迎
你”的字样，大家在转发该条视频时都会发布评
论，纷纷谴责这种不文明行为。事后，经各相关部
门查证，网友提供的视频显示，是在G5京昆高速
泸黄段，车辆因道路施工半幅通行，这辆车牌为川
AR8N82的越野车在行车道上，右侧车窗一名乘
车人直接向公路上抛撒白色垃圾，而后面车上乘
客用手机拍下这一行为，随后扩散至网络。实际
上，这条视频在8月8日就已经得到四川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高速公路六支队的关注，针对网友反映
的这一问题，交警证实视频中的路段为G5京昆高
速泸黄段成都至西昌方向。四川交警部门表示，

“根据相关规定，乘车人在高速公路上向外抛撒物
品，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目前，四川交警正在
根据视频中提供的线索，锁定该车的行驶轨迹，并
将依法进行处置，并及时对外发布处理结果。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人分享
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开微信关注西宁
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握最快新闻。同时，晚
报微信公众号还开通评论功能，
这里有10多万粉丝正在与您交
朋友，一起畅评新闻事件，今日
的热点是：川A越野车在青海高
速扔垃圾刷屏了！到底咋回事？

专家为地方美食发展出“金点子”
未来三天

我省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越野车乘客抛撒垃圾视频引热议
相关部门查证事发地不在青海

藏野驴身陷泥潭藏野驴身陷泥潭33人齐力施救人齐力施救

惊险惊险：：醉酒女子翻出醉酒女子翻出2020楼窗外楼窗外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近日，澜沧
江源区域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莫云
乡境内，一只小藏野驴不知什么原因被
困在一片沼泽泥潭里，动弹不得，眼看
着就要被淹没，在这紧要关头，正在进
行野生动物调查的工作人员恰巧经过，
成功将其救下，上演了一幕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生动画面。

近日，莫云乡人武部部长索南旦增
带领各村工作队深入开展野生动物“集
中同步”大调查。就在前往调查的路
上，发现一只小藏野驴不知什么原因被
困在一片沼泽泥潭里。当时小藏野驴的
四肢已经完全陷入泥潭里面，动弹不
得，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旁边几匹成年
藏野驴焦急地观望着，不知所措。索南
旦增和随行工作人员见状二话不说，立
即卷起裤脚，钻入泥潭当中展开营救。

8 月的莫云乡，没有夏天的酷热，
作为杂多县海拔最高的乡镇，此时已是
寒风凛冽，沼泽里的水更是冰冷刺骨。
由于泥潭松软较深，营救人员的膝盖已
被泥潭淹没，在里面移动很是不便，再
加上小藏野驴体重较重，三个人也无法
移动，营救人员一边想方设法把小藏野
驴从泥潭里拉出来，一边用手抚摸小藏

野驴，安抚它的紧张情绪，在大家的
努力下，经过 20 分钟的营救，终于将
小藏野驴从泥潭中救出。看着获救的
小藏野驴慢慢起身，跟随藏野驴群离
去，工作人员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据了解，海拔 4800 米左右的莫云

乡，作为澜沧江源区域，野生动物分布
极为密集，种类繁多，目前已经发现包
括雪豹、熊、狼、岩羊、鹿、狐狸、野
驴、野牦牛、旱獭等数十种野生动物分
布。目前，野生动物大调查工作正在持
续进行中。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8月9日，一
段视频在海亮大都汇小区的业主群热
传，视频中一名身穿黑色裤子、白色上
衣的中年女子翻出20楼窗外，幸亏被小
区巡逻保安及时发现并解救，才得以安
然无恙。业主纷纷在群中赞扬保安当机
立断、果敢救人的行为。

从视频中记者看到，8 月 9 日傍晚
时分，一女子翻出20楼窗外，一手抓着窗
户边，一手捡拾掉落在19楼窗户上的衣
服，随时都有可能坠落，从视频中看场面
惊险，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当时小区秩序
主管盛延合和保安队员马军、李发财正
在例行巡逻，突然听到有人在惊呼，盛延
合抬头一看也被眼前的情景给吓住了，
高空中挂着一个人，还在不停摆动，他随
即拨打了110和119，然后带着队员上到
20楼查看情况，并商量如何救人。据盛延

合说：“因为当时那位女子是在楼道窗
户，一时也无法确定到底是哪家的业主，
我和队员到了20层，我试着和该女子对
话，当得知她只是在捡掉落的衣服，我松
了一口气，而且我感觉她神志有点不清，
明显是在醉酒状态下，可能由于她单手
长时间扒着窗台，感觉到她体力明显不
支。我们当机立断马上救人，我和我的同
事们寻找时机，趁她不注意时一把抓住
了她的胳膊，她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
一跳，整个人都悬空了，由于楼道窗户比
较窄，且楼道间距有限，我们三人没办法
同时开展施救，她虽然个子不高，但体型
偏胖，很重，我们两个人死死抓住她的胳
膊，由于小区窗户都加了限位器，我们很
费劲才把她从窗外拉进来，整个救人过
程持续了15分钟左右。”

事后，据该女子回忆，她并不是这

个小区的业主，而是来亲戚家参加酒席
的，当时喝醉了酒，恍惚间把窗户当成
了门，具体自己是怎么翻越到窗外的，
她也不清楚，看过视频后，她也为自己
的惊险行为感到后怕，并对救自己的保
安队员表示感谢。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
他人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
打开微信关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
轻松掌握最快新闻。同时，晚报微信公众
号还开通评论功能，这里有10多万粉丝
正在与您交朋友，一起
畅评新闻事件，今日的
热点是：20楼！西宁醉
酒女子爬出窗外捡衣
服，命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