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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7918740.08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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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5�8�0�0�9�5�6

排列 5开奖号码：6�9�5�6�4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6�9�5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1
6
143
2082
28489
373867
404588

5000000
68766
1800
300
20
5

5000000
412596
257400
624600
569780
1869335
8733711

4150
0

12759

1040
346
173

4316000
0

2207307

23 100000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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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唯有建立全面、严格的监督管理问责机制，大家伙儿才能继续愉快地买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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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资金是以抽签有奖方
式筹集的社会公益金，理应“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而记者调
查发现，一方面，发行费标准多
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有大量
公益资金趴在地方政府账上
“睡大觉”， 还有部分公益资金
被用于盖大楼、 买游艇、 补亏
空。（详见本版下方）

11月中旬， 审计署18个特
派办全体出动， 对全国共计18
个省开展彩票资金审计工作。
一名地方审计人士告诉记者：
“临时追加的项目是有深意
的。”深意何在？相信不难看出
来。 彩票资金的管理问题由来
已久， 一些违规使用资金的情
况也层出不穷：2006年，国家体
育总局擅用2787万彩票资金炒
股；2009年民政部对彩票机构
进行的一次检查后，发现“有的
违规发放奖金津贴； 有的彩票
资金未及时足额上交； 有的会

计核算不规范； 个别地方发生违
法违纪事件”；不久前，某福彩中
心投资6000万元兴建的黄山超豪
华培训基地被媒体曝光， 再次揭
开这个行业不光鲜的一面。

一个庞大的资金群， 数以万
亿计的累计销量， 对其管理进行
严格追问， 不仅仅是出于对公益
正名的需要， 也是对购买彩票的
广大民众的一个交待。 按去年超
过3000亿元的销售量， 相当于平
均下来每名中国人一年要花200
多元购买彩票，这么多的钱，除了
不定期被戴着孙悟空、喜羊羊、蜘
蛛侠面具的幸运儿们领走一些
（目前这些幸运儿的中奖真实性
也备受争议），剩下的到底有多少
用于公益方面？ 资金分配比例是
否科学、资金去向是否明朗？这都
是需要交待的问题。

审计的结果显然很不乐观。
问题集中在发行费标准常年不
降，催生高价发行、采购寻租腐败

现象频发、乱花钱，甚至有钱花不
掉等方面。仔细一思忖，发生这些
问题也并不奇怪， 彩票事业与行
政部门挂钩，造成“哪个部门卖彩
票，哪个部门获利”的局面，挪用
公益金来补充部门经费甚至奢侈
腐败的现象自然难以遏制。 管理
的混乱、缺乏科学性，直接导致随
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 而这些问
题又使得彩票资金的公益性被极
度稀释， 让公众对此产生极大怀
疑与不满。

作为一项取之于民、 用之于
民的公益资金， 其资金流向本应
巨细靡遗地公之于众， 而不是像
现在这样使用情况既没量化，也
没细化地笼统告知， 将每个热心
公益购买彩票的民众当成了二傻
子般糊弄。 美国在彩票公益金使
用上通过网上“晒”具体流向，每
一位公民可以通过网站查询每一
笔资金的具体流向， 甚至细化到
几美元的投资数额。 只有让民众

充分掌握每一笔公益资金的流
向，才能形成最好的监督，有的放
矢地管住彩票资金。

照理说， 这些监督与制约应
该与彩票事业同步进行， 很遗憾
在我国彩票事业起步二十多年
后， 现实与初衷因监督管理不善
而出现了不小的偏离。 在千亿分
之一的中奖概率下， 每个购买彩
票的人都曾做过中大奖的美梦，
但实际上却是抱着从善之心将这
个可遇不可求的美梦转作了公益
之举， 如今彩票管理让人眼见其
混乱与腐败，不少人“感觉整个人
都不好了”。此次审计也让人抱有
多重期待， 除希望全部透明公开
审计结果外， 还希望日后能建立
问责制度，并将目前的部门问责、
集体问责转化为个人问责， 对管
理责任追究到底。 也唯有建立全
面、严格的监督管理问责机制，大
家伙儿才能继续愉快地买彩票
呀。 ■本报评论员 张英

针对当前监督主体倒置、
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北京
市民政局负责人近日表示，今
后要完善街道办事处监督评价
职能， 考虑邀请居民和社区单
位为政府职能部门考评打分，
作为干部晋升的重要依据。（12
月7日《京华时报》）

“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有一个好设
想，推出一个好制度，不是一件
容易事；把设想付诸实践，让好
制度取得好效果， 其实更为不
易。具体到“居民打分”中，起码

需要正视两个问题。
一是比重问题。 居民打分只

是说说，不计入考评，肯定不行；
如果计入考评了，占的比重过低，
对考评结果起不到应有影响，那
自然也不行。 这就需要有关方面
充分思考，征求多方意见，制定出
一个合理的制度，不仅要让“居民
打分” 进入考评， 而且要保证比
重， 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并
且， 让其对职能部门和公职人员
的日常行为，产生倒逼效应。

二是公正问题。 民意需要重
视和采纳，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

采纳民意却是一个“技术活”。具
体到“居民打分”中，如果浮光掠
影，则可能弄虚作假，最终流于形
式；如果过于简单，也有可能了解
不到最真实的民意， 甚至会出现
“投机者得利、老实人吃亏”的现
象。这段时间，河北“小官巨腐”的
典型———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
公司总经理马超群， 引起了社会
的普遍关注。从新闻中看到，马超
群嚣张跋扈，风评极差。作一个假
设，如果马超群低调做人，平时又
会得到怎样的社会评价？

虽然我们讲“群众的眼睛是

雪亮的”， 但由于行政透明化不
够，甚至有些方面有意遮挡、曲意
引导，即便一些部门就在身边，居
民也未必能对其真实工作说出一
个子丑寅卯。这段时间，围绕大同
原市长耿彦波出现了“挺”和“弹”
的两种民意， 就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由
于了解情况的维度不同， 很多人
其实是带着感情看人识事， 不可
避免存在着偏颇。这也提醒我们，
如何确保“居民打分”的客观性和
公正性，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毛建国

时务观察 “居民打分”需要把好事办好

“发行费”操作空间不小

民政部数据显示， 截至
2014年3月14日， 中国福利彩
票自1987年创立以来累计销量
达 1万多亿元 。 按去年超过
3000亿元的销售量， 相当于每
名中国人一年平均要花200多
元购买彩票。

据介绍， 彩票发行费应用
于投注站返点、 耗材采购及宣
传营销、人员费用等。对具体如
何使用， 各地彩票管理机构有
一定自主权。

记者调查发现， 随着彩票
销量迅速增加， 按规定应占彩
票资金15%的发行费也随之大
幅增长。 不仅“标准随规模降
低”的政策要求难以落实，使用
中还存在“操作空间”：

———标准常年不降， 催生
高价发行。 我国彩票管理条例
等一系列规范明确提出： 随着
彩票发行规模扩大和品种增
加，可降低彩票发行费比例。但
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这一要求
没有强制性， 多数彩票品种的
发行费标准十余年没有调整，
成了“粗线条”约束。

———采购寻租腐败现象频
发。 一家上市印刷企业的负责人
透露， 目前每张彩票的背后均印
有广告、玩法等图文，需要外包企
业印刷。鲜为人知的是，薄薄一张
彩票的印刷、供纸业务也“利润惊
人”。以彩票印刷类上市公司鸿博
股份为例，2013年其主营业务收
入约7.11亿元， 其中印刷业务的
毛利率高达34%。

———乱花钱，甚至“有钱花不
掉”。 被控贪污4744万元的青岛
市福彩发行中心原主任王增先在
任时，曾斥2000万元公款，购买
当时国内最顶级的豪华游艇。

一半彩票公益金“睡大觉”

福彩、 体彩两大类彩票成立
20多年来， 我国已筹集公益金
3100多亿元和2000多亿元。这些
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
金去哪儿了？

记者了解到，按照规定，彩票
中心按35%的比例上缴公益金
后， 怎么花就是政府主管机构的
事。以福利彩票为例，公益金有一
半上缴中央财政，一半留在地方。
上缴中央部分按60%、30%、5%、

5%的比例， 分配至社保基金、专
项公益金、 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
局； 留在地方的， 也规定须用于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5
类公益事业。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公
益金却使用效率低下，或在“睡大
觉”或沦为“小金库”：

———“趴在账上睡大觉”。江
苏某地级市财政部门负责人表
示， 尽管当地明确彩票资金可用
于补充社保基金，但实际“从来没
见过这笔钱真正用”。“究其原因，
怎么分这笔钱成了部门的权力，
甚至能不花就不花。”

———盖大楼建出租房。 即便
是打着公益“旗号”，资金也屡屡
被挪用。 本应用于公益事业的彩
票公益金，被民政、体育等主管部
门拿来建楼、 买车的现象十分普
遍。根据湖北省审计厅公告，鄂州
市民政局曾挪用38.8万元公益金
用于办公楼建设；还有13个市州、
28个县体育局挤占挪用公益金约
178万元。

———用作办公经费。例如，湖
北松滋市民政局曾挪用13万元彩
票公益金用于机关经费， 荆门市
民政局则挪用39.8万元支付工资。

新华社调查1.7万亿元彩票资金去向：地方发行费10年涨7倍多

部分彩票公益金被买游艇盖高楼
近日， 审计署针对彩票

资金展开大范围审计。 官方
数据显示， 我国启动彩票事
业20多年来，发行规模已累
计达1.7万亿元。作为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福利事业、 体育
事业发展筹集的“公益钱”，
有明确用途规定———通常彩
票销售额的15%用作发行
费，35%用作公益金，50%
留作奖金池。

彩票资金是以抽签有奖
方式筹集的社会公益金，理
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
“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
对彩票的发行费和公益金，
各地在使用中存在巨大差
异，标准、去向均模糊不清。
一方面， 发行费标准多年居
高不下；另一方面，有大量公
益资金趴在地方政府账上
“睡大觉”， 还有部分公益资
金被用于盖大楼、买游艇、补
亏空。

事实上，早在2001年发布
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
票管理的通知》中，就指出存
在彩票发行费用比例过高，彩
票公益金的使用范围过于狭
窄等问题。同时明确“降低发
行费用， 增加彩票公益金”的
改革方向。

“在公共资金的投入使
用中，要减少审批环节，加快
资金利用效率。”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教授刘俏说。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
中心主任施正文建议，还要加快
机构市场化、 管办分离改革，使
彩票事业与行政部门脱钩。

专家建议，改革中可专门
针对彩票事业立法，并成立脱
离部门的监管委员会依法监
督；资金的分配上也要纳入国
家财政预算，保证专项足额使
用，避免形成部门结余。

■据新华社

加快改革可避免
公益金成“小金库”

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