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财政突击花钱现象
或终止。”

———12月14日, 财政部
公布了2015年11月的财政
数据。 按照2015年财政预算
报告,12月支出或将比去年同
期减少4000多亿, 首次出现
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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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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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 3、排列 5��第 1534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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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0�7�1

排列 5开奖号码：1�4�5�7�6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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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25
177
2174
31901
350304
384587

4710107
14674
1800
300
20
5

28260642
366850
318600
652200
638020
1751520
31987832

8789
0

9609

1040
346
173

9140560
0

1662357

18 100000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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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股权之争：市场说了算

“把网上假货打掉只要做一件
事， 经营者必须登记营业执
照，纳入工商的管理。”

在本届互联网大会上， 无论是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还是京东的
CEO刘强东，都被多次问及如何对
待电商售卖假货的问题。 在刘强东
看来， 杜绝网上假货售卖并非不可
实现。

匿鸟：这对假货有抑制作用，值
得鼓励。

暴走全蛋： 实体店都有工商执
照，但我们实体店的购物体验好吗？

飞翔： 有执照也不一定能解决
假货问题，还得从根本下手，让制假
的无处藏身。

小波：打击假货，监管层也不能
袖手旁观。

邓倾轩：没有需求就没有买卖，
消费者心态得端正。

及时语

来论 冒用家人社保卡获刑呼唤制度完善 微议

改革开放37年来， 我国成功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
路，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
贫。 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我
国依然严峻的脱贫攻坚形势。截
至去年底，全国仍有7000多万农
村贫困人口。 在脱贫工作面临最
后硬骨头的当下， 一批责任大企
纷纷加入扶贫大军中， 用行动践
行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企业家精
神。如12月19日，恒大集团董事
局主席许家印宣布3年内投入30
亿元扶贫资金， 帮助毕节大方县
实现2018年底整县脱贫目标。

“因人施策，精准扶贫。”恒大
将通过一揽子精准扶贫措施结对
帮扶毕节大方县，“授之以渔”以
让其能真正摘掉“贫困”帽子，实
现长久稳定发展。

在“扶贫”的路上，作秀的不
少，脚踏实地深耕当地的不多。不
少被扶贫对象在帮扶者撤出后，
再次回到贫困的现实中， 难以自
力更生。

此次扶贫， 恒大拿出了一套
与过往扶贫模式截然不同的方

案，扶贫措施更全面、更精准，针
对当地贫困的每一处根源对症下
药， 而且更注重扶持当地的“造
血” 能力。 我们看到恒大帮扶大
方，不是简单的捐款，也不只是投
资建厂。“产业扶贫、 易地搬迁扶
贫、 吸纳就业扶贫、 发展教育扶

贫、特殊困难群体生活保障扶贫”
等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在恒大的
前期考察调研下应运而生。

当然，在帮扶之路上，力所能
及也是关键。空有一腔热血，而能
力不足也是画蛇添足、事倍功半。
此次恒大帮扶对象是一个百万人

口大县的389个村落，之所以有如
此的魄力在于恒大作为中国首屈
一指的企业，涉猎商业地产、旅游
投资、文化产业等诸多产业，构建
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体系，网
络渠道四通八达， 商业平台遍及
全国。显然，恒大助攻大方，将发

挥其企业自身优势， 利用其自身
最广阔的资源、最合理的安排，打
响“授之以渔”的脱贫攻坚战，帮
助大方真正独立。

恒大的此次精准扶贫毕节大
方县，也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
视。19日， 专程赶往大方县参加恒
大结对帮扶大方县签约仪式的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项宗西
表示，这次扶贫的规模之大、力度
之大、领域之广是空前的，全国政
协希望恒大在毕节大方县创出扶
贫样板。当然，有效的精确扶贫路
子不会只有一条，授予别人的“捕
鱼”方法也并非是万能的，但找准
扶贫对象和贫困原因并根据实际
多措并举，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实
质。也只有这样，扶贫才能真正实
现造血功能的培育，这也正是精确
扶贫、精确脱贫的应有之义。

我们常说“众人拾柴火焰
高”，在心怀大爱的许家印们的带
动下，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的目标触手可及；在“精准扶贫”
的核心理念下，“贫困” 也定将一
去不复返。 ■桂思雨

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县精准脱贫签约仪式现场。

“授之以渔”才能真正摘掉“贫困”帽子

患有高血压的邹某，让女
儿用丈夫老周的社保卡买药，
合计报销11376.64元，结果母
女俩双双被判刑。17日，浙江
诸暨市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
处邹某、周某拘役3个月，缓刑
5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社保作为国家给予公民
个人的保障性福利， 理应遵
循一对一的原则底线， 不可
随意转借他人或被冒名使
用， 邹某母女冒用家人社保
卡的行为， 显然背离了相关
的制度规定。 但由此将其以
诈骗罪责罚， 却引发了许多
网友的同情与不解， 而舆论
指向多聚焦于医保制度本身
的操作漏洞。

邹某母女因诈骗罪获刑，
其看点并非只是冒用了老周
的 社 保 卡 ， 而 在 于 其 将
11376.64元的医药费予以报

销。也就是说，患有高血压的
邹某并非使用了老周的社保
卡个人账户买药，而是张冠李
戴地侵占了本属公共财政的
医保资金。而导致这种冒用与
流失的缘由，就是医药费报销
制度存在的操作性缺陷。

事实上，由于社保卡同时
载有购买药品的支付功能，尽
管其明确标有“不得转借他
人”的明文规定，但在各类药
店已呈开放式的便民服务语
境下，人们持社保卡到药店划
卡买药并无必须是社保卡本
人前往的强制性要求。而在现
实生活中，这种家庭成员共享
医保卡使用的情况比比皆是。
这也应当成为对社保卡（也即
医保卡）管理使用的人性化趋
势。为此，深圳、郑州等地已明
确推行了医保卡个人账户的
家庭共享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在无需本
人亲往药店实名购药的情况
下，如何把控好药费“报销”的
环节，却需要以制度性的完善
堵塞漏洞。窥测此案，让邹某
产生冒用丈夫社保卡想法的
诱发因素，当缘于其本人医保
报销比例偏低的客观现实，堵
塞冒用社保卡“诈骗”的事件
发生，能否考虑对公民医保实
施不分人群、不设等级的“统
一”报销比例，为医保制度的
显失公平釜底抽薪。 邹某母
女因诈骗罪获刑， 的确为那
些希冀钻制度空子、 占公家
便宜之人敲响了克制欲望、
遵章守纪的警钟， 但也折射
出医保制度本身存在的管理
短板，建立彰显公平、普惠民
生、科学有序、便于监督的医
保管理机制，当为大势所趋、
势在必行。 ■张玉胜

在资本市场“野蛮人”宝能
系的强烈叩击下，万科12月18日
午后以“筹划股份发行”为由临
时停牌。而万科的灵魂人物王石
17日在内部会议上高调发声在
网上疯转，称“我、郁亮和团队不
欢迎宝能系……”宝能集团18日
对此发表声明，“相信市场的力
量”。据传，王石所筹资金已超过
300亿， 可与宝能系一战。（详见
本报今日A04版）

持续数月的地产龙头万科
与宝能系的股权争夺战， 终于
在12月18日趋于白热化。 万科
紧急停牌，同时紧急募集资金，
试图一击定天下。 针对王石直
言不欢迎宝能系成为万科第一

大股东， 并历数宝能系信誉不
够、 在资本市场赌博等等“罪
状”， 宝能系发布声明予以回
击， 称“宝能集团一直恪守法
律，相信市场的力量”。值得注
意的是， 握有大量股份的华润
集团至今保持沉默， 而证监会
发言人张晓军表示， 市场主体
被收购和收购属于市场化行
为，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监管机构不会去干预。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今年最
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共事件”。不
管是王石所言的“野蛮人入侵”，
还是宝能系姚振华声称的“恪守
法律，尊重规则”，甚至不论双方
的背景与动机如何，这是一次真

金白银的狂野博弈。随着18日万科
停牌筹划重组和增发事宜， 双方
都没有了退路，唯有短兵相接，一
决雌雄。 正招募重金驰援的万科
与拥有资本与股权优势的宝能系
的决斗，鹿死谁手，尚难预料。只要
在法律的框架内， 秉持理性思维
和规则意识，谁胜谁负，都是中国
资本市场的一大幸事： 一次真刀
实枪的股权博弈， 可以极大地推
进股票市场的完善与健康发展。
正如一名资深财经人士所言，“王
石他们抵御‘野蛮人入侵’，无可厚
非，甚至可敬可佩；姚振华看好万
科质地，遵守规则，抢筹扫货，更谈
不上作恶”。

股票市场唯一不变的规则就

是：时时刻刻都是变化的。铁打的
营盘流水的兵， 这个定理对股票
市场同样适合。 王石们若是不思
进取，坐守其成，姚振华们当然要
取而代之，这与道德无关，资本说
了算。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的
本能。对于广大的股民而言，股价
上涨才是硬道理。 谁输谁赢谁是
谁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修炼出
一双慧眼，看清局势，万科是防守
方，若胜则短期是利空。宝能是进
攻方， 若胜则有利于短期股价上
涨，但长远可能存在变数。

不论结局如何，我们深信，规
范有序的竞争结果， 一定是更加
透明、有效的资本市场。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