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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新华时评]

昨日上午1 0时许，一名张姓网友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前晚福彩

双色球第1 501 1 期突然推迟一事，实

名举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 希望中纪委对开奖的公正性进行审

查”。记者查询得知，中纪委官网回复

称，已收到该网友的举报内容。

彩民称开奖与实际销售量无关
昨天上午9点，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官方微博称：“ 201 5年1

月25日晚，由于重庆福彩销售系统在

数据汇总过程中，出现数据索引异

常，未能及时完成数据汇总和数据传

输，导致无法统计全国销量。”

张姓网友告诉记者，对于@中彩

网官方微博的这一解释，他认为“ 不

合理，前后矛盾”。但因中国福利彩

票目前没有机关管辖，所以才向中纪

委举报。

“ 开奖与销售数 据 有 什 么 关

系？”他质疑道：“ 开奖是独立的，与

实际销售了多少彩票无关。如果一定

要有销售数据才开奖，那是不是计划

外的人中了奖？”

在他网上提交的举报材料中，该

网友称，希望中纪委调查福彩中心开

奖的公正性。

公布中奖号竟附带中奖人信息
据此前报道，前天，由中国教育

电视台直播的福利彩票“ 双色球”

1 501 1 期开奖，在没有事先预告的情

况下被取消。

晚上1 1 点40分左右，中彩网官方

微博一反常态地在网上公布了双色球

1 501 1 期的中奖号码。该微博下有一

条“ 广州首个亿元大奖得主年方20为

外省打工仔” 的链接，点开后显示，

“ 广州首个亿元巨奖得主仅20岁！他

是一个外省南方未婚年轻人，打工、住

出租屋一族，中奖号码守了约半年，曾

‘ 不敢’ 告诉女朋友及家人20倍倍投

买彩票，感叹中奖是‘ 天注定’”。

这一说法引来不少网友的质疑，

网友们纷纷质疑双色球造假，怀疑中

奖人员是中福彩内部人员。

相关负责人称，至前晚23时20

分，系统故障得以排除，随即在公证

员的监督下进行了开奖。实况录像已

于26日1 时30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

出。彩民朋友可登入中彩网开奖视频

频道观看本期开奖视频，并向广大彩

民表示歉意。

昨日下午，记者登录中纪委官网

查询得知，对于张姓网友的举报内

容，中纪委官网回复称：“ 您反映问题

的电子邮件本网站已收到”。

据了解，双色球由中国福利彩票

发行管理中心统一组织发行，2003年

2月1 6日起在全国联网销售，目前在

每周二、四、日的21 时30分开奖。第

1 501 1 期，是201 4年“ 双色球5亿派

奖”的最后一期。 据《 新京报》报道

福彩推迟开奖 网友向中纪委举报
福彩官微：推迟系因技术故障 中纪委官网：已收到举报邮件

备受彩民瞩目的“ 双色球5亿派

奖”最后一期开奖电视直播在没有事

先预告的情况下突然被取消。尽管官

方紧急通知称系技术故障，又在延迟

近2个小时后公布了当期中奖号码，

这些补救措施丝毫未能打消网民对

推迟开奖“ 暗箱操作”的质疑。

对于推迟开奖的原因，民政部官

方回应称，重庆福彩销售系统在数据

汇总中出现异常，未能及时完成汇总

和传输。不少网民对此并不认同，质

疑“ 编故事”“ 造假”“ 演戏”。取消

直播、推迟开奖引发质疑，不仅让人

看到了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还让

人看到了社会对一些机构提升公信

力的迫切期待。

网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

年来，彩票资金“ 经手环节多”“ 觊

觎部门多”“ 个人权力大”等问题成

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陕西、

青岛等地彩票中心的多位负责人先

后落马，有的斥2000万元公款购豪

华游艇，有的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

被立案调查。漏洞之大，贪污数额之

巨让人瞠目结舌。这些案例都分分

秒秒蚕食着广大彩民对福彩事业的

信任与信心。

彩票是以诚信为基石的公益事

业，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以促

进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手段。

彩票金额巨大，涉及面广，理应“ 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如果脱离了财政、

审计和公众的三重监督，彩票就无法

公平公正公开，只会让彩民的“ 大奖

梦”变成“ 白日梦”，募集来的“ 救命

钱”变成“ 私房钱”，最终将养肥一批

人，害苦几亿人。

公信力是彩票事业的生命线，更

是所有公益组织的安身立命之本。近

年来，有关公益组织的质疑声同样持

续不断，原因依旧在于缺乏公开透明、

体制化监管的大环境。很难想象一个

连自身清白都无法证明的公益行业，

又如何能实现兼济天下的美好理想？

公信力本就很难建立，更应倍加呵护，

绝不容许一再透支。 据新华社电

彩票公信力绝不容许一再透支

昨天上午11点左右，受大雾天气影响，天津武
清区津霸公路上一辆河南牌照旅游大巴车，与限高
杆相撞。车内核载59人，事故初步已造成2人死亡十
几人受伤。 据央视报道

大巴车撞上限高杆
2人死亡多人受伤

深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昨日通

报此前媒体报道“ 官员酒楼用餐与

暗访记者发生冲突”一事，目前，深

圳市公安局已对1 4名涉嫌违反相关

规定的公安民警予以停止执行职务，

接受组织调查。对涉嫌违纪的东深公

安分局局长王远平予以立案调查。事

件调查结束后将及时通报情况。此前

媒体报道，1 月21 日晚，南方都市报

记者在深圳一海鲜山庄暗访当地官

员饭局时被打。参与饭局的多名警方

官员目睹殴打经过，无人制止。

深圳警界官员酒楼吃娃娃鱼
1 月21 日晚间，南方都市报接报

料称，深圳有党员干部违反中央“ 八

项规定”有关精神，在东湖水库明珠

海鲜山庄公款消费野生保护动物娃

娃鱼。随后，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证

实深圳警界多名官员出席了饭局，参

与者称这是人工养殖的娃娃鱼。

根据酒楼前台打印出来的消费

单显示，该饭局消费人数共28名。同

时，参与饭局的人员每人获得禁渔的

东湖水库的水库鱼一袋。当晚事发酒

楼前台一负责人表示，这样的饭局以

往都是一企业的李总(音)买单。在南

都记者暗访事发后，警方表示，饭局

召集者自掏腰包买单了。

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刘庆生

1 月24日表示，经调查，这一饭局系由

该局退休干部组织，事后由该名退休

干部买单。

记者被锁喉 相机被砸
而在当晚的暗访中，南方都市报

一名文字记者亮明身份采访时，遭到

参与饭局的官员和安保人员拳打脚

踢、扇耳光。同时，摄影记者被锁喉、围

堵，相机被砸并抢走。另一名文字记者

被强行抢走手机，双手遭抓伤流血。

事发之后，记者报警求助，赶来

的深圳市公安局东深分局东深派出

所民警，却协助施暴人员离开。对于

记者要求查看监控录像固定证据的

要求，出警民警也予以拒绝。

记者事后求证，该饭局有多名警

界人士参与，其中就有东深公安分局

局长王某平，殴打记者的人员疑为从

深圳市公安局技侦支队党委委员位

置上退休的王鹰航。

对此，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刘

庆生高度重视，1 月24日到南方都市报

深圳新闻部，看望慰问了涉事记者，对

此事表达歉意，并表示将调查真相。

刘庆生说，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

厅长李春生对南都记者采访被殴一事

高度重视，在深夜连续四次致电指示

全力破案。

据《 南方都市报》报道

深圳退休干部酒楼吃娃娃鱼

记者暗访被打 14名警察停职

养老金并轨尘埃落定，与此密切

相关的延迟退休争议声再起。就在养

老并轨改革方案去年1 2月23日被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后仅两天，清华

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提出了一

种延迟退休方案：从201 8年起实施渐

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最终男女退休年

龄统一调整到65岁。

新华网发展论坛一项2万多人次

参与的调查显示，如果201 8年起实施

延迟退休，超过92%的人反对。

社会上有“ 月薪一万，养老金缴

满30年27年才能回本”的说法，引发

养老金“ 交的比拿的多”等质疑。

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

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表示，这一算法

不对。经过精算，60岁退休，计发1 39

个月，约合1 1 .6年。领到这个月数就

不亏，超过就赚了，与27年相去甚

远。但我国养老金单位缴费率偏高，

政府财政支出偏低，对这一代人不

公平，也对企业转型不力，缴纳税费

应当降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中明确提出了“ 适时适当降低社会

保险费率”。

据新华社电

月薪1万缴30年
领养老金11.6年就回本？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纪委对十八届中央纪委原委员、河

北省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梁滨严

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梁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收受

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其亲属收受他人财物；与

他人通奸。

梁滨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

纪违法，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依

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

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梁滨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与所涉款物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电

收受巨额贿赂 与他人通奸

河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梁滨被双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