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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艾尔
玛”是有气象记
录以来大西洋上
最强飓风，以五
级飓风强度席卷
加勒比地区多国
后，减弱为四级，
在美国佛罗里达
州最南端的佛罗
里 达 群 岛 登 陆
后，移动到墨西
哥湾，而后再次
登 陆 佛 州 西 南
部，眼下正迫近
佛州西海岸港口
城市坦帕。

“艾尔玛”登陆佛州，狂风掀翻起重机

中国足球彩票史上最强的
3.12 亿元派奖活动于本周正式
启动。9 月 16 日截止销售的传
统足彩第17134期14场胜平负
游戏和任选 9 场胜平负游戏将
成为此次派奖活动的第一个“指
定派奖期”，从本周起连续14个
星期，足彩派奖活动将陪伴广大
彩民朋友一直欢乐到年底。

周末五大联赛期期有加奖
本次足彩派奖有三大看点：

一是派送奖金高，派奖总额高达
3.12亿元，是足彩历史上派奖奖

金最高的一次；二是派送时间
长，本次派奖时间将持续 3 个
月，从 2017 年 9 月 11 日一直到
12月17日；三是涉及范围广，胜
负彩、任选9场两种玩法均进行
派奖，涵盖了新赛季五大联赛意
甲、英超、德甲、法甲、西甲等在
内的多项重点赛事，彩民朋友可
尽享派奖实惠。

根据 9~12 月的足彩竞猜
场次安排，各周末奖期受注赛
事均以欧洲五大联赛为主，其
中 9 月份 14 场胜平负游戏和任

选 9 场游戏的指定派奖期为第
17134 期、17135 期、17139 期、
17140 期、17144 期、17145 期

（10月1日停售）。也就是说，未
来连续3个周末奖期均有派奖。

留意派奖特殊规则
需要广大彩民注意的是，若

当期一等奖未中出，派奖奖金将
滚入下一“指定派奖期”，与下一
期 合 并 后 派 奖 。 比 如 ，如 果
17135期未中出一等奖，则派奖
奖金滚入17139期，与17139期
的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如果
最后一期派奖奖金发生滚存，则
由国家体彩中心再指定一期足

彩胜负游戏派奖，直至该游戏派
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此外，每年十一二月欧洲
都会发生雨雪天气导致的比赛
中断、延迟、取消等情况，如果

“指定派奖期”比赛场次延迟或
取消，则与一般奖期采取同样
处理办法，即：

一、如比赛在下期足球彩
票胜负游戏（14场、任选9场）计
奖时间前补赛，则该场比赛的
开奖结果以实际比赛结果为
准，并于确认比赛结果后进行
相关开奖、计奖工作。

二、如比赛在下期足球彩票

胜负游戏（14场、任选9场）计奖
时间后补赛或取消比赛，则认定
在足球彩票胜负游戏（14 场、任
选9场）当期开奖中，该比赛场次
任何竞猜结果均为猜中，并于确
认补赛时间或确认取消比赛信
息后进行开奖计奖工作（如上述
比赛场次的补赛时间或取消比
赛信息至下期足球彩票胜负游
戏计奖时仍不能确定，则同期进
行开奖、计奖工作）。

简单地说，无论比赛结果最
终如何确认，最迟都将在下一奖
期开奖时得到确切结果，彩民朋
友只需耐心等待即可。 缇彩

2017足彩最强派奖启动，周周欢乐到年底 彩市信息

“艾尔玛”威力有多大？从
“体格”来看，“艾尔玛”的直径为
640公里，比上个月横扫得克萨斯
州东南部的“哈维”大一点，但远
逊于 2012 年重创美国东北部的

“桑迪”，后者的直径有 1300 多公
里。

直径并不是衡量飓风威力的
最主要因素，风力和移动速度才

是。风力越大，移动得越慢，破坏
力越大。“艾尔玛”的持续最强风
速达到每小时近 300 公里，堪称

“魔兽级”飓风。同时，“艾尔玛”
的平均移动速度为每小时 26 公
里，比“哈维”每小时 16 公里的速
度还是要快一些。正因为“哈维”
离开得慢，得州东南部多地降雨
量创历史纪录，造成严重洪涝灾

害。
对于亲身经历“艾尔玛”的灾

民而言，这无异于一场噩梦。家
住那不勒斯附近马科岛的谢莉·
康奈利告诉美联社记者，“艾尔
玛”登陆马科岛时，她“听到门在
砰砰响，看到天花板上的吊灯乱
晃，外面狂风大作”，“恐怖极了”。

直径640公里，最强风速每小时近300公里

在佛州东海岸，尽管飓风造
成的破坏力小一些，但还是相当
可观。迈阿密一处建筑工地上两
台高达数十米的架式起重机被狂
风掀翻在地。

高达数米的海浪越过迈阿密

一处防波堤，涌入的海水淹没了
多 个 街 区 ，一 些 地 方 的 水 深 及
腰。“艾尔玛”带来龙卷风、暴雨和
风暴洪潮，降雨量预计达到 38 厘
米，西南沿海的海浪最高可达 4.5
米。

居住在 35 层高层公寓的德
梅·洛马斯说：“我觉得整栋楼一
刻不停地在晃，就好像是在船上
一样。”从窗外看去，迈阿密的高
层建筑像是海上的岛屿。

两台起重机被掀翻，海浪最高可达4.5米

佛州州长里克·斯科特说，佛
州共有630万人收到撤离令，其中
70万人收到强制撤离令。这一人
数占该州总人口四分之一，创下美
国史上天灾撤离人数的最高纪录。

目前，佛罗里达有近 400 个
避难所对外开放，前往避难所的
居民超7万人，许多避难所已人满
为患。

目前佛州境内已经有超过

330 万户居民以及商户断电。出
于安全考虑，当地一座核电站也
已经被关停。随着狂风暴雨的持
续，佛州地区的受灾情况预计将
进一步加剧。

撤离人数创美国史上最高纪录，避难所人满为患

意大利中部10日突然遭遇强降雨天气，港口城市里窝那
发生洪水和泥石流，7人死亡，两人失踪。首都罗马交通陷入
混乱。

暴雨突袭意大利，7人丧生

里窝那市政府网站说，
当天凌晨，暴雨来袭，两个小
时降雨量超过 250 毫米，导
致数条河流发生洪水。法新
社报道，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
400 毫米，街道成了河道，小
汽车被洪水冲走。

航空拍摄图像显示，大
片城区浸泡在洪水中。市长
菲利波·诺加林说：“情况非
常困难，形势很严峻。市区
积水到了膝盖。”

当地媒体报道，4名遇难
者来自同一户人家：一名 4

岁男童及其父母在地下室被
困后身亡；住在楼上的爷爷
救出了 3 岁孙女，但在回去
试图救其他人时遇难。

搜救人员在一处遭泥石
流袭击的地方找到第五名遇
难者。消防部门说，第六名
遇难者在一处山顶居民区被
发现。

当天发现的第七名死者
死于一起交通事故，尚不清
楚事故是否由恶劣天气引
发。另有两人失踪，连续暴
雨妨碍搜救。

水深及膝，7人丧生

“里窝那被摧毁了。”诺
加林在社交网站上哀叹。

这名市长在一则视频声
明中说，“里窝那从没被坏天
气摧残成这个样子”，气象部
门没有预料到意大利中部的
暴雨会如此猛烈。

意大利民防部门在利古

里亚海北面的利古里亚大区
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恶劣天气
红色预警，但没有在东面的
托斯卡纳大区发布。

诺加林承认，政府低估
了这场暴雨的威力，只发布
了橙色、而不是红色预警。

暴雨太猛，预警失算

这场风暴自北向南席卷
亚平宁半岛。

在里窝那所在的托斯卡
纳大区，佛罗伦萨 10 日维持
橙色预警。在以比萨斜塔闻
名的比萨市，大约 200 家商

铺和车库被淹，树木倒伏，阻
断道路。

这次极端天气侵袭意大
利，再次引发人们对气候变
化的关注。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电

从北到南，席卷半岛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公布
的最新消息，大西洋飓风“艾尔
玛”已经减弱为 1 级飓风，最大持

续风速约每小时 137 公里。未来
24小时，“艾尔玛”将继续北上，而
后向西移动，影响佐治亚州、亚拉

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
伴随风暴而来的强风和洪水仍将
是主要威胁。

“艾尔玛”减弱为1级飓风，将继续北上

9月10日，美国佛州迈阿密，一棵树被大风吹倒后压在汽车上。新华社发

起重机被掀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