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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雙色球」開獎直播取消遭質疑
稱數據故障所致 民政部公開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
下午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
《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建議。其間有業界人士提出，
需要實施鬆緊適度的貨幣政策，穩定市場預期。李克強
強調，當前多重矛盾疊加，宏觀調控難度加大，必須繼
續創新調控思路和方式。今年要進一步深化財稅金融等
重點改革。
會上，專家學者對當前經濟形勢各抒己見，企業界負

責人分別就行業發展及經濟走勢談了看法。大家認為，
在去年複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我國經濟實現了
7.4%的增長，特別是在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激發市場

活力上取得明顯成效，鼓勵創業創新又有很大突破，人
民生活也有新改善，這很不容易。李克強說，今年工作
千頭萬緒，發展還是第一要務，我們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不少，任務相當艱巨，需要大家齊心協力。
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中國(海南)改革

發展研究院遲福林等提到，當前增長放緩，部分企業經
營困難，建議把更多精力放在改革上，用結構性改革破
解結構性矛盾，通過發展現代服務業等高端產業，提高
經濟效率。李克強說，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必須按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快進鍵」，用好政府和市場
這「兩隻手」，打造「雙引擎」，讓傳統產業加快升

級、新興生產力加快成長，實現新常態下穩增長與調結
構的平衡，使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成為中
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
百度公司李彥宏、聯想集團楊元慶等企業界人士分別

從激勵創新、發展創業金融、促進企業「走出去」和國
有企業改革等方面提出建議。李克強說，解放和發展生
產力，當前就是要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此簡政
放權不能停步，放管結合要落到實處，營造寬鬆、公平
的競爭環境，讓千萬人的創意與市場需求結合，把「草
根原創」迸發出的新元素、新模式匯聚成驅動經濟發展
的新動力。

李克強：今年進一步深化財稅金融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深
圳警界28名官員日前涉嫌在酒樓吃國家保護
動物娃娃魚，被市民指違反中央「八項規
定」。有記者亮明身份表示要採訪時，卻遭
赴宴官員毆打，並搶走相機、手機。對此，
廣東省公安廳廳長李春生，深圳市公安局局
長劉慶生高度重視，成立40人的專案組調
查。目前，14名涉嫌違反相關規定的民警已
被停職，接受組織調查。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赴宴者中包括東

深公安分局局長王某平、市公安局技偵支隊
退休官員王鷹航。赴宴者每人還獲得禁漁的
供港水水庫東湖水庫的水庫魚一袋。酒樓前
台負責人表示，這樣的飯局以往都是某企業
的李總(音)埋單。據悉，在當晚的暗訪中，有
媒體記者遭赴宴的官員和安保人員拳打腳
踢，被搶走手機、相機。接報趕來的東深派
出所民警，卻協助施暴者離開。
劉慶生24日表示，經調查，這一飯局係由

該局退休幹部組織，事後由該名退休幹部埋
單。劉慶生當日還看望慰問了遭毆記者，對
此事表達歉意，並表示將調查真相。目前，
深圳警方投入40餘名警力組成專案組，由局
紀委書記王曉南坐鎮指揮，分4個工作小組。
深圳市公安局其後表示，除停職的14名民警
外，還對涉嫌違紀的王某平予以立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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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
道）內地醞釀起草10年的慈善法終於
進入倒計時。記者日前從有關權威人
士處獲悉，負責牽頭慈善立法工作的
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已基本完成
慈善法草案，預計今年下半年提交全
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審議。
內地慈善法起草始於2005年，由
民政部牽頭調研起草，2008年底提交
國務院法制辦進入立法程序。去年，
慈善法正式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
法規劃中的一類項目，全國人大常委
會專門成立起草領導小組，並列出了

立法時間表和路線圖。
上述權威人士認為，慈善法盡快出

台很有必要，這對慈善的公開、透明
有進一步的規範。就公眾層面而言，
慈善立法不僅可以滿足知情權，對慈
善組織本身而言，亦是自我保護的一
種手段。他透露，慈善法草案已於近
日基本完成，樂觀預計在今年10月提
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參與起草的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人
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此前亦表示，慈善
法牽涉面很廣，各方分歧多，因此草
案起草小組在起草過程中都非常慎

重，不過他對慈善立法順利出台抱有
樂觀態度。

慈善捐贈抵稅納立法
此外，本報獲悉，對慈善捐贈抵稅

的規定將首次寫入慈善法而法制化。
2008年實行的新稅法提出，企業發
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
額12％以內的部分，准予扣除，不
過業界對於捐贈抵稅仍有不同爭議。
而寫入慈善法，則意味內地慈善捐贈
優惠政策朝法制規範的方向發展。

慈善法草案料下半年交人大審議

日前首相：安倍謀改「村山談話」難成功 楊衛澤遭查前跳樓未遂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經中共中央批准，中
央紀委對十八屆中央紀委原委員、河北省委原
常委、組織部原部長梁濱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
立案審查並給予「雙開」處分（開除黨籍、開
除公職）。
據新華社報道，經查，梁濱利用職務上的便

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收受禮金
禮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
親屬收受他人財物；與他人通姦。
梁濱的上述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違法，其中

受賄問題涉嫌犯罪。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
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審議並報中
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梁濱開除黨籍、開除公
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
及線索與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河北原組織部長梁濱遭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報道，曾經
發表談話對日本侵略戰爭進行反省
和道歉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日
前接受專訪。對於現任首相安倍晉
三25日表示，計劃於今年戰後70周
年發表的「安倍談話」中企圖修改
「村山談話」的行為，90歲高齡的
村山表示，安倍政府不會成功。

直面歷史 改善關係
二戰期間，村山曾是日本陸軍的
一名二等兵。任首相後，村山曾先
後訪問新加坡、越南等二戰中遭受
日本侵略的國家，並一一謝罪。
199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50周年的紀念日，時任首相的村山
富市發表談話，對日本侵略戰爭進

行反省和道歉，成為日本和亞洲多
國改善關係的基礎。
「村山談話」發表以來，歷屆日

本政府都明確表態繼承「村山談
話」。但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在
執政期間卻多次表示不會全面繼承
「村山談話」。安倍25日聲稱，計
劃於今年戰後70周年發表的「安倍
談話」，不會原封不動地沿用「村
山談話」中「殖民統治」、「侵
略」和「謝罪」等關鍵措辭。
日本多個主要政黨黨首當日紛紛

質疑安倍這一表態，認為如果安倍
談話回避對歷史的反省，將否定日
本戰後70年的發展道路。村山富市
也表示，安倍政府企圖修改「村山
談話」的做法不會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 據《長江商報》報道，53
歲的江蘇省南京市原市委書記楊衛澤日前
是在江蘇省委被中央紀委工作人員帶走，
被帶走前他還試圖跳樓，但沒有成功。
4日晚7時45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
佈消息，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楊
衛澤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
查。來自江蘇省紀檢系統的高層人士透
露，4日下午，楊衛澤正在主持南京市委常
委民主生活會，會中接到了來自省委一位
領導的電話，通知楊衛澤去省委開會，
「市裡會議休會後，楊給幾個應該一起去
省裡參會的人打了電話，在得到確定的消
息後，楊衛澤在辦公室抽了15分鐘的煙。
在省委，楊發現中紀委的工作人員後，立
刻做出向窗戶跑欲跳樓的舉動，不過被摁
住了。」

隨後，楊衛澤的秘書、南京市委辦公廳
副主任張志炎，以及楊衛澤的妻子、江蘇
省交通廳高級工程師蔡聲佩亦被帶走。

「紅顏知己」同日帶走
被認為是楊衛澤的「紅顏知己」的余敏

燕，4日被江蘇省紀委帶走。余敏燕2011年
底被任命為無錫新區
宣傳部部長，時任南
京市委書記的楊衛澤
親自陪同出席幹部交
接會議。接近余敏燕
親戚的人士披露，余
父與余敏燕一同被帶
走，余敏燕5歲的女
兒被帶走幾個小時去
做了DNA檢驗。

網民實名舉報福彩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

報道）內地福利彩票「雙色球」前

日晚的開獎直播在毫無預兆的情況

下突然停播。2小時後，中國福利彩

票發行管理中心官方微博公佈開獎

結果，指頭獎共有5注，單注獎金

1200 萬元。而該微博同時還出現

《廣州首個億元大獎得主年方20 為

外省打工仔》的鏈接。如此詭異的

過程，令外界質疑此次開獎有造假

嫌疑。昨日，民政部發言人公開向

彩民致歉，表示開獎未直播係由數

據傳輸異常所致。至於所謂億元大

獎的鏈接，中彩網發布的聲明則指

與本次開獎毫無關聯。

■■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官網昨日可觀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官網昨日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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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色球投注區分為紅色球號
碼區和藍色球號碼區，紅色球
號碼區由1至33共33個號碼
組成，藍色球號碼區由1至16
共16個號碼組成。投注時選擇
6個紅色球號碼和1個藍色球
號碼組成1注進行單式投注，
每注金額人民幣2元。
購買者可選擇複式投注，也

可對其選定的投注號碼進行多
倍投注，投注倍數範圍為2至
99倍。單張彩票的投注金額最
高不得超過2萬元。
雙色球獎級設置分為高獎級和

低獎級，一等獎和二等獎為高獎
級，三至六等獎為低獎級。每期
開獎時，在公證人員封存銷售數
據資料之後，並在其監督下通過
搖獎器確定開獎號碼。搖獎時先
搖出6個紅色球號碼，再搖出1
個藍色球號碼。另還將不定期搖
出幸運藍球作為二等獎加獎依
據。

■資料來源：
中彩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報道，昨
日上午10時許，一名張姓網民在中央紀委
網站，就前日晚福彩雙色球第15011期開
獎突然推遲一事，實名舉報福利彩票發行
管理中心，「希望中紀委對開獎的公正性
進行審查」。昨日晚些時候，中央紀委官
網回覆稱，已收到該網民的舉報內容。

網民指開獎與銷售量無關
張姓網友對媒體表示，對於中彩網官方

微博事後關於數據傳輸異常導致開獎延遲
的解釋，他認為「不合理，前後矛盾。」

但因中國福利彩票目前沒有機關管轄，所
以才向中紀委舉報。
「開獎與銷售數據有什麼關係？」他質

疑道，「開獎是獨立的，與實際銷售了多
少彩票無關。如果一定要有銷售數據才開
獎，那是不是計劃外的人中了獎？」該網
民稱，在他網上提交的舉報材料中，希望
中紀委調查福彩中心開獎的公正性。
昨日下午，記者登錄中紀委官網查詢得

知，對於張姓網友的舉報內容，中紀委官
網回覆稱：「您反映問題的電子郵件本網
站已收到」。

雙色球是由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
統一組織發行的一種彩票，目前在每

周二、四、日的晚上9時30分開獎，由中
國教育台現場直播。按慣例，25日晚9時
30分，中國教育電視台本應直播「雙色
球」開獎，這亦是2014年「雙色球5億派
獎」的最後一期。但引網友質疑的是，在
沒有事先預告的情況下，中國教育台25日
晚上9時30分並未直播開獎結果，福彩中
心的官方微博在20餘分鐘後給出了停播理
由，稱「由於銷售數據通訊傳輸故障，導
致本期雙色球搖獎無法按時進行，待故障
排除後再在公證員的監督下進行開獎」。

彩民疑內部人員中獎
而在2小時後，中彩網官網再度更新微
博，稱2014年雙色球5億元派獎最後一期開
獎，雙色球15011期中獎號碼為「紅球14、
4、15、18、17、20，藍球 15，幸運藍球
12」。當中頭獎開出5注，單注獎金為1200
萬元；二等獎開出100注，單注金額36萬多
元；幸運二等獎4注，單注金額161多萬

元。
儘管未出現億元大獎，但此次雙色球延遲

2小時後公佈的開獎結果無疑令廣大彩民紛
紛質疑，截至昨日零時30分，中彩網上述兩
條微博評論已共有1,100餘條，網友們紛紛
質疑雙色球造假，並懷疑中獎人員是福彩中
心內部人員。
另據中彩網發佈的聲明稱，由於新浪微博

系統自帶話題機制，導致開獎號下方均出現
以「廣州首個億元大獎得主年方20 為外省
打工仔」為話題的內容，一些媒體未經查
證，便擅自將兩個無關聯的事件硬性綁定，
誤導輿論。事實上這與中彩網所發微博中內
容並無關聯，中彩網之前所發布的所有帶有
「雙色球」的微博均帶有此條內容。當中所

提到的廣州億元巨獎新聞是發生在 2013
年。

延遲開獎 合乎法規
民政部新聞發言人陳日發昨日鄭重就此向

廣大彩民道歉：「我們深表歉意，並感謝大
家的理解和支持！」並對「雙色球延遲2小
時開獎」事件進行了解釋，稱因重慶福彩銷
售系統在數據匯總過程中，出現數據索引異
常，未能及時完成數據匯總和數據傳輸，最
終導致「延遲2小時開獎」。另據騰訊體育
報道，福彩中心辦公室主任唐啟偉表示，開
獎延遲是按法規辦事，沒有銷售數據就不能
完成開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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