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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招财进宝 江苏彩民狂揽百台iPhone6
伴随着顶呱刮“招财进宝”的上

市，“刮‘招财进宝’双重机会赢 i-
Phone6”活动也同步火热开展。江
苏彩民一如既往地表现神勇，截至
4月4日，已有 9人在“游戏二”区
域刮出“99”获赠iPhone6；此外，在
总局开展的1500台iPhone6抽奖
活动的首期500台抽奖中，我省彩
友共拿下94台。至此，江苏彩民在

本次活动中共收获超过百台 i-
Phone6手机。

4月2日上午，位于徐州市泉
山区夹河街西首的03293站点传来
喜讯，彩友小王幸运中得iPhone6
手机一部。据了解，小王大概二十多
岁，平时工作比较忙，下班之后经常
会购买体彩。刚开始时只是买一些
数字彩，后来在03293站点，他亲眼

见到了身边彩友刮中10万元大奖，
发现“顶呱刮”简单易中，之后便一
直坚持购买。据小王透露，他的女友
是“果粉”，自己一直想给女友买一
个iPhone6，但是贤惠的女友不想
给他增添压力，没想到这次购买“招
财进宝”幸运的刮到了数字“99”，按
照活动规则，将获得一部iPhone6
手机。

在常州武进，许多站点纷纷传
来刮中千元智能手机的喜讯，其中
04805站点更是刮中“99”获得 i-
Phone6手机一部。中奖者陈女士可
以算是一位资深彩民了，她经常去
04805站点买彩票，对于体彩开展
的活动都会积极参与，也带动了相
当一批彩民跟着她一起买体彩。陈
女士对“11选5”和“e球彩”等玩法

都有所涉猎。3月22日这天，她照
常来到 04805站点买彩票，在等
“11选5”开奖的时间里闲来无事，
听说了即开新票“招财进宝”的送
iPhone6活动，于是就包下一本票
来娱乐娱乐，刮到第三张是就刮出
了一个“99”，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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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美关系正常化
需要时间和耐心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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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委领导人短暂首会
相关新闻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11
日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出席第
七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间隙，与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简短会谈。

这是马杜罗执政以来两人
首次会谈。早在峰会开始前，白
宫就试图缓和与委内瑞拉的紧
张关系，后者一度威胁在美洲峰
会上抵制美国。马杜罗说，他就
职总统后，多次表示希望和奥巴
马会谈，但奥巴马“一直没有理
会我的信息”。

美联社援引一位不愿公开姓
名白宫官员的话说，奥巴马和马
杜罗在峰会间隙会面，只谈了短
短数分钟。

法新社报道，马杜罗借此向

美国表达了委方对美国制裁的不
满。

奥巴马3月9日签署行政令
制裁7名委内瑞拉官员，称委内
瑞拉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
构成威胁，美方将实施“国家紧急
状态”应对。制裁措施包括资产冻
结和禁止入境。

马杜罗告诉其他国家领导
人：“奥巴马总统，我尊重你，但不
信任你。”马杜罗发表这番言论
时，奥巴马已经离开峰会会场，和
哥伦比亚总统双边会谈。

另一方面，奥巴马在峰会的
结束发言中也没有提及与马杜罗
的会晤，而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委
内瑞拉的人权状况，为自己的制
裁行政令作辩解。 新华社特稿

美古首脑50年来首次会晤
■美国：过去 50年对古巴的外交政策未能奏效
■古巴：敦促美国全面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制裁

美古领导人面对媒体进行简要
表态后，随后举行了长达一个多小
时的闭门会晤。会晤结束后，两国官
员透露了一些细节。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虽然

奥巴马和卡斯特罗在会晤中仍存在
分歧，但气氛“丝毫没有紧张感”。双
方谈及重开使馆事宜，要求两国相关
部门尽快清除剩余障碍，解决问题。

这名官员说：“会晤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上述事宜可以很快解决。”
根据这名官员的说法，卡斯特

罗在会晤中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实
施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奥
巴马则回应将敦促国会予以解除。

此外，古巴方面还要求美国把
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
删除。对此，奥巴马则表示将会在

“数日内”作出决定。
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

11日召开记者会，介绍古美首脑会
晤内容。他说，古美两国领导人会晤
在“相互尊重和建设性”气氛中进行。
双方就复交进程、现有互利合作以及
关系正常化步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还就继续营造复交适当环境的
重要性达成共识。 新华社特稿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和古
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 11日在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出席第七届美
洲国家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这
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古两国领导
人首次正式会晤。

会晤持续一个多小时。奥巴马
赞赏卡斯特罗“开明坦承、彬彬有
礼”，后者则表示双方复交进程需要
耐心。

奥巴马和卡斯特罗当天先是在
媒体记者面前互相问候。

两人面对媒体记者坐下后，奥
巴马首先开口。他说：“显而易见，这
是一场历史性会晤。”他表示，美国
过去50年对古巴实施的外交政策
未能奏效，“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
现在是时候做一些新尝试了。”

他说：“我们达成的共识是，我
们可以在尊重和礼貌的基调下存在
分歧。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有可能
‘翻篇’，发展两国新型关系。”他同
时表示，要实现美古两国关系正常
化，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开大使馆。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于

1961年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随后关
闭使馆。次年，美国宣布对古巴实施经
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奥巴马和卡
斯特罗去年12月17日分别发表讲话，
宣布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奥巴马讲完后，他和卡斯特罗
同时起身，面对媒体记者握手致意。

卡斯特罗随后说，他同意奥巴
马说的一切。但他同时强调，两国政
府仍存在分歧。不过，双方都同意尊
重对方观点。

他用西班牙语说：“我们愿意谈
任何事情，但一切都需要耐心，而且
要非常耐心。有些事我们可以达成
共识，但有些不能。”

他再次表明古巴的开放态度。
他说：“我们已在其他场合告诉一些

美国朋友，我们愿意谈任何事。”
卡斯特罗是21年来首位出席美洲

国家首脑会议的古巴领导人。会议期
间，他和奥巴马之间已有友好互动。在
一场会议期间，卡斯特罗对其他在座
领导人说：“奥巴马总统是个实诚人。”

闭门会晤
气氛融洽，相关事宜取得初步进展

古巴
奥巴马是个实诚人，有些事可达成共识

美国
愿意“翻篇”，
首先是重开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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