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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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佩奥访俄，
希望恢复双方关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4 日到访俄罗斯西南部城市索契，先后与俄外长
拉夫罗夫和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分析人士指出，从俄官方声明与媒体报
道来看，俄美双方此次会晤关注重点在于发展双边关系，或为两国开展对
话释放积极信号。不过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立场相左，没有达成太多重要
共识，
两国关系短期内也很难好转。
美俄关系备受关注
由于美俄一直矛盾不断，
关系冰冷，
因此蓬
佩奥此次以美国国务卿身份首次访俄受到舆论
广泛关注。在访问前夕，各种相关消息又接连
不断，如美俄总统通电话、美国强化在中东的军
事存在等，将此次访问的关注度进一步推高。
给访问添加戏剧性的是，蓬佩奥临时改变
原定于 13 日到访莫斯科的行程转而赴欧洲商
讨伊朗问题，引发俄部分舆论不满。而普京在
与蓬佩奥会见前前往俄南部阿斯特拉罕州视察
新型武器装备，使蓬佩奥原定见完拉夫罗夫后
立即与普京见面的计划受到影响，又引发了普
京此举是做给美方看的猜测。
不过最终蓬佩奥与两人的会见还算顺利。
他与拉夫罗夫和普京分别交谈了将近 3 个小时
和大约一个半小时，
内容涉及双边关系、战略稳
定、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和朝鲜等众多议题。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
员会主席科萨切夫 14 日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此次拉夫罗夫与蓬佩奥的会谈在当前局势下举
行，其本身已是成功。从整体印象、讨论议题以
及会谈氛围来看，此次会谈可以说是成功的。

务实会谈信号积极
蓬佩奥在与普京的会谈中表示，美俄拥有
共同利益和能够进行合作的共同问题，这是美
国总统特朗普委托他转达的信息。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和蓬佩奥进
行了务实会谈，双方表示愿开始改善关系并重
建交流渠道。会谈没有取得突破，但美国表现
出了务实态度。
拉夫罗夫在与蓬佩奥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
上说，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
俄美之
间的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局势产生不利
影响。双方一致表示，需要采取实际行动改善
当前状况。
俄分析人士认为，从双方表态来看，
俄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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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足协退出申办 2023 年亚洲杯

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意愿，释放出了积极信号，但
鉴于美国国内政治氛围，俄美关系短期内不会
发生重大改变。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图诺夫
说，两国关系运行惯性巨大，很多问题无法在短
时间内解决。俄方清楚，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对
俄政策上并不独立，受到美国国会制约，因此这
其中斡旋空间有限。
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韦
谢洛夫斯基认为，美方在对俄玩“双重游戏”，一
方面会按照特朗普的表态改善对俄关系，另一
方面会继续在多个问题上推行制裁路线。

双方达成共识有限
除了双边关系，蓬佩奥与俄方的会谈还涉
及几乎所有国际热点问题。俄分析人士认为，
蓬佩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俄方在这些问题上的
立场。
例如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俄罗斯政治研究
所所长马尔科夫认为，美国已决定采取措施颠
覆马杜罗政权，蓬佩奥此行意在探明俄罗斯对
此事的态度，了解俄方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马杜
罗政权并愿为此采取何种行动。在理想情况
下，美方希望俄罗斯可以显著减少对马杜罗政
权的支持。
关于伊朗问题，马尔科夫认为，美国当前采
取激进手段，目的在于搞垮伊朗当局，美国需要
了解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准备采取的措施。
不过从会谈的结果看，双方在这些问题上
鲜有重要共识达成。关于上面提到的委内瑞拉
和伊朗问题，科尔图诺夫指出，俄罗斯在这两个
问题上的立场不会发生重大改变，俄方反对任
何形式的政变和非宪法政权变换，反对别国对
这两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认为它们应自己
决定未来。俄同样反对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
压力，并一贯反对以制裁替代外交手段。俄可
能会加强与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经济合作，并可
能提供其他支持。
新华社记者李奥

中国成为唯一申办国家
新华社首尔电 韩国足协 15 日发表
声 明 称 ，韩 方 已 经 致 函 亚 足 联 ，撤 回 对
2023 年亚洲杯的举办申请。由此，中国成
为 2023 年亚洲杯的唯一申办国家。
韩国足协在声明中援引韩国足协官员
的话说，在申办 2023 年亚洲杯和 2023 年
女足世界杯之间，韩国足协最终决定专注
于女足世界杯。声明还提到，国际足联和
韩国政府将积极支持韩国与朝鲜联合举办
2023 年女足世界杯。
退出 2023 年亚洲杯申办是韩国近来
在亚足联的第二次
“失意”
。在上月于吉隆
坡举行的亚足联代表大会上，国家体育总
局副局长、中国足球协会党委书记杜兆才
成功当选国际足联理事。杜兆才当选后退
出了原本参加的亚足联副主席选举，蒙古
国的甘巴塔尔力压原副主席、韩国人郑梦

第 72 届法国戛纳电影节开幕

中国影片将参与角逐金棕榈奖
新华社法国戛纳电 第 72 届法国戛
纳电影节 14 日晚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开
幕。中国导演刁亦男执导的《南方车站的
聚会》与其他 20 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
将共同角逐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
据戛纳电影节组委会发布的消息，今
年其官方评选单元共收到 1845 部长片和
4240 部短片报名参赛，入围主竞赛单元的
影片包括英国导演肯·洛克的《对不起，我
们错过了你》、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尔莫
多瓦尔的《痛苦与荣耀》、法国导演阿诺·德
普莱尚的《鲁贝之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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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体彩监督电话：
83512260

奎当选东亚区副主席。
亚足联 2016 年正式确认中国、韩国、
泰国和印尼四国申办 2023 年亚洲杯。随
后，印尼和泰国先后退出。随着韩国宣布
放弃申办，
中国成为唯一申办国家。
亚洲杯是亚足联主办的亚洲水平最高、
影响力最大、
亚洲范围内含金量最高的足球
赛事，每四年举办一届。中国 2004 年曾举
办第13 届亚洲杯，
具有丰富的办赛经验。
业内认为，中国获得举办权将推动足
球改革发展，极大提振中国足球发展热情
与氛围，同时有利于提升足球发展的软硬
件环境，以及提高足球水平，推动足球运动
的普及与发展。同时，此次申办如果成功，
也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
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
记者耿学鹏 田明

《南方车站的聚会》一片由胡歌、桂纶
镁、廖凡、万茜主演，是今年唯一一部入围
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讲述了一名小偷
在绝望的逃亡路上自我救赎的故事。该片
将于 18 日举行首映和媒体见面会。
电影节期间，中国展团还将举办“魅力
中国·青年电影人培养计划戛纳展映”、中
国青年电影制片人推介会、国际电影节选
片人圆桌会议等多场活动。
第 72 届戛纳电影节将于本月 25 日闭
幕，
届时将揭晓金棕榈奖归属。
记者杨一苗 徐永春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大乐透29注一等奖花落16省 南通、淮安、宿迁上榜 海门彩民 12 元巧夺 1302 万
5月13日，
体彩大乐透第19054期前区开出号码02、
18、
23、
27、
30；
后区
开出号码05、
10。本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36期开奖，
通过2.76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9941万元。
本期全国开出29注一等奖，
来自全国16个省份的幸运购彩者尝到了
“大
奖的滋味”
，
呈现
“雨露均沾”
的态势。
其中，
7注为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
花落广
东（3注）、山东（2注）、黑龙江、湖北；
22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花落
上海（3注）、
江苏（3注）、
山东（2注）、
河南（2注）、
贵州（2注）、
北京、
辽宁、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湖北、
湖南、
广东、
重庆。
5400万元为单票最高奖金 数据显示，
尽管本期开出29注头奖，
但没有
出现亿元大奖。广东中出的3注1800万元一等奖全部落入广州一网点，
中奖
彩票为一张3倍投、
18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单票擒奖5400万元。该大奖幸
运儿，
成为当期开奖最大的赢家。

4 月 7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19039 期开奖，开出的中奖号
码为红球 06、07、11、14、27、32，蓝球 08。当期全国共开出 11 注一等奖，
单注奖额为 625 万多元，江苏揽获 3 注，其中 2 注被南通海门一彩民一举
夺得。
本次中奖票售出于海门市江海路南端陈香书报亭编号为 32060703
的福彩销售点，机主黄先生还是从朋友口中得知了这则喜讯，自己的彩
票站已经经营了十几年了，之前也出过双色球二等奖，没想到这下被一
等奖砸中了，而且一砸还是两个！黄先生和妻子都激动不已，兴奋得久
久不能入眠。据悉，中奖彩票是一张花费 12 元的自选复式票，出票时间
为 4 月 7 日 19 点 46 分 09 秒，中得一等奖 2 注、二等奖 4 注，中奖金额累计
达 1302 万多元。至此，今年南通彩民已经收获了 4 个双色球一等奖。
当期全国除产生 11 注一等奖外，还开出 136 注二等奖，单注奖额为
12 万多元。双色球第 2019039 期开奖结束后，奖池资金累计 112208 万
元滚入下期，彩民朋友仍有机会投注惊喜。

福彩双色球

申请体彩站点详见南通体彩网（www.nttc.net.cn）
“建站信息公开”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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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
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南通人在上海南京北京苏州
★
点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外地工作的大型老牌婚恋机构
地址：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623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85585683 15996647877 微信号：15996647877

男 30岁 1.78 未婚 本科 私营公司 有婚房 车 气质好
男 46岁 1.72 离独 自己开厂 孩子在国外 有车房 随和
男 48岁 1.75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人品好
男 62岁 1.70 离独 经商 独居有房 车 顾家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浦发银行楼上 404 室

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
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诚信婚介
推荐榜

情缘婚介

女
女
女
男

23 岁
28 岁
33 岁
29 岁

1.62 米
1.67 米
1.65 米
1.75 米

本科
本科
本科
硕士

供电局 漂亮
家纺公司 形象好
事业单位 气质好
国外发展 家境殷实

85100503 15358777393
地址：
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304室

2 元可中 1000 万

体彩开奖
5 月 15 日 21：38

大乐透第 19055 期
2、4、6、19、22、2、6
排列 5 第 19128 期
0、6、4、0、3

福彩开奖
5 月 15 日 21：48

七乐彩第 2019055 期
2、4、16、17、18、22、28、7
15 选 5 第 2019128 期
6、7、8、12、14
3D 第 2019128 期
9、8、0

更俗剧院

瑞安·雷诺兹主演
《大侦探皮卡丘》
小罗伯特·唐尼主演《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希里黛玉主演
《一个母亲的复仇》
赞恩·阿尔·拉菲亚主演
《何以为家》
最 新 演 出 信 息 马伊琍、富大龙主演
《进京城》
5月16日19:30
春之声—施特劳斯作品专场音乐会 丹尼·伯恩主演
《欢迎来北方II》
5月23、24日19:30
5月25日15:30 19:00
6月15日19:30
6月16日19:30

中国话剧新巅峰之作《白鹿原》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澳大利亚亲子剧《泡泡博士与小花朵》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越剧《鹿鼎记》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越剧《碧玉簪》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
85528668

《江海晚报
江海晚报》
》分类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