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福彩公益金助力福利事业快
速发展。

连线

银监会表示，今年上半年将
集中进行市场乱象整治，股权和
对外投资、机构及高管、规章制
度、业务、产品、人员、廉政风险、
监管行为、内外勾结违法、非法
金融活动十大方面是整治重点。

现场检查是增强监管有效
性的重要手段。银监会现场检查
局负责人王朝弟表示，今年现场
检查会有新举措，将严查银行业
金融机构对宏观政策、监管政策
的执行力，严查监管套利、拉长
业务链条、做大业务水分，严查
金融案件，严惩害群之马等。

强调对责任人尤其是高管
人员的追责是更有针对性的
一招。银监会表示，要坚持“一

案三问”，发生案件的，坚决问
责经办人、相关人和负责人；贯
彻“一险三问”，造成风险的，严
格惩处业务发起人、 业务审批
人和机构负责人。

现场检查、专项核查、市场
监察、舆情监测、投诉举报……
证监会多渠道盯紧各类线索的
同时，通过大数据建模，把分散
的线索化零为整， 为各种违法
者布下“天罗地网”。保监会表
示，将重点围绕公司治理、保险
产品和资金运用三个关键领域
处置潜在风险点， 强化关联交
易监管、 股权监管以及资本真
实性监管， 严厉打击保险资金
短期炒作等行为。

更多监管“硬手腕”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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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2017武汉马拉松在
武汉市汉口江滩热力开跑。 作为
武汉马拉松2015-2016年官方唯
一保险供应商， 阳光保险再度全
方位护航武汉马拉松，为近30000
名赛事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提供全
方位保险保障和志愿服务。

据了解， 阳光保险不仅为近
30000名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提
供意外伤害险等保障， 并实施现
场直赔、意外医疗零免赔100%赔
付等理赔举措， 以更好地服务参
赛选手和赛事组委会。 比赛日当
天， 阳光保险20余名专业理赔人
员携带现金入驻组委会定点医
院，处理理赔事宜、解答疑问并协
助现场的救护工作。据统计，比赛

当天有7名人员因身体不适被送
往医院治疗。 阳光理赔专员核实
情况后立即启动直赔服务， 并于
当天完成5笔赔付。对于需要继续
留院观察的人员， 阳光保险将密
切关注后续的治疗情况， 等治疗
结束后马上办理理赔。

此外， 武汉马拉松博览会期
间， 阳光保险发起了“阳光下奔
跑”公益跑鞋捐赠计划，呼吁社会
持续关注贫困山区儿童的运动梦
想。跑友接力每跑完10公里，阳光
保险将代表参与者为贫困地区儿
童送出1双跑鞋。此次公益计划得
到了广大跑友的热切回应和鼎力
支持，一起助力公益事业，为山区
儿童奉献爱心。 ■李安琪

4月5日，怀化福彩向怀化市
福利院捐赠4万元福彩公益金，用
于支持市福利院的设施建设。 活动
中，大家还看望慰问了福利院里的
孤残儿童及托养老人。

怀化市社会福利院成立于
1999年，于2009年6月从芷江公
坪镇迁入河西德善路新址。现有
在乡老复员军人、 残疾军人、军
烈属等重点优抚对象及城市“三
无”老人21人，先后收养社会寄
养老人280余名，孤残儿童、弃婴
40余名，现有正式在职干部职工
15人。该院按照“三院合一”功能
进行设计建设， 可容纳床位200
张，其中孤残儿童、弃婴收养床
位100张； 荣军老人、“三无”老

人，自理、半自理、全瘫痪托老床
位100张。

在福利院里，儿童们与护工
在一起游戏，老人暖暖地晒着太
阳。虽然他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
不幸， 但在这里却可以感受到
社会带来的温暖。 怀化市福利
院的发展， 得到福利彩票公益
金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各项基
础设施、服务水平、整体形象都
得到大幅提升。 随着社会福利
事业全面发展， 感受幸福的人
们越来越多。2016年，怀化市共
销售福利彩票5.63亿元，筹集了
1.55亿元公益金，有力地支持了
全市社会福利事业、公益事业、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事业的发

展，为构建幸福怀化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现在， 越来越多的社会爱心
人士关心福彩、支持福彩，购买福
利彩票已经成为大家奉献爱心的
一个重要渠道，在为社会福利事业
奉献一份力量的同时，也有机会收
获一份幸运。

■吴立志

“福泽潇湘”情暖福利院
———怀化福彩助力福利事业快速发展

今年一季度， 我国金融监
管部门对违规机构的处罚金额
已达数十亿元。处罚力度加大、
处罚节奏加快， 我国金融监管
正在全面升级。

治乱象当用重拳

继证监会、 保监会出手重
罚违规者之后， 银监会的监管
力度也在加强，今年一季度对
违规机构的罚没金额达1.9亿
元，占去年全年的70%。仅在3
月29日一天就做出25件行政
处罚 ，17家机构被罚 4000多
万元，不少大型金融机构赫然
在列。

在此之前， 金融监管的强
度已经开始升级。3月30日，证
监会给资本市场“大鳄”鲜言
开出高达34.7亿元的“史上最
大罚单”， 并终身禁入证券市
场。今年一季度，证监会作出
29项行政处罚决定，共计罚没
金额约49亿元。其中，一些只
有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的
所谓“悲催”违法者也受到了
惩罚，监管部门的惩处标准越
来越严格。

“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
加重要位置，监管要敢于亮剑、
敢于碰硬，勇于‘揭盖子’、‘打
板子’，坚持严罚重处，保持整
治金融乱象的高压态势。”银监
会法规部主任刘福寿表示。

罚单背后的市场乱象

近年来 ， 快速发展的中
国金融市场出现各种乱象 ，
监管套利行为增多 ，不仅损
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
益，也引发资金脱实向虚和
资产泡沫 ，已经到了不得不
管的时候。

乱象丛生， 风险可畏。对
监管部门来说，该出手时就要
出手。从脱稿痛批野蛮收购到
“逮鼠打狼， 严惩资本大鳄”，
再到“资本市场不允许任何人
呼风唤雨，兴风作浪，随心所
欲”，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不断
向市场传递出严监管的决心。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伊始，
就用“牛栏关猫”直指监管漏
洞， 表示要治理市场乱象，坚
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据新华社

“牛栏关猫”直指金融机构监管漏洞，监管升级

一季度违规机构被罚数十亿元

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安徽光机所获悉，该所
承担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
开发专项“大气细粒子与臭氧时
空探测激光雷达系统研发与应
用”项目日前通过中科院初步验
收，为环境监测和灰霾治理提供
重要手段。

经鉴定，这个项目成功研发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快速在
线监测系统，突破了多项共性关
键技术，为我国大气环境实时监
测能力建设和数据分析提供了
可靠的技术手段。系统集成了多
种关键技术， 研制了多套样机，
通过技术转移和生产工艺开发，
形成了激光雷达核心部件和系
统整机的生产能力， 打破了发达
国家对激光雷达核心技术垄断，扭
转了对进口产品的依赖。

据了解，该项目针对不同需
求形成了多种型号产品，已经在
环境监测领域大量装备，并为灰
霾和光化学污染研究提供了重
要手段和高端设备。自2013年以
来，大气细粒子和臭氧激光雷达
在京津冀地区建立了立体监测
网络， 数年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工
作状态。 ■据新华社

我国研发新项目
大气激光雷达治灰霾

看公务机去
4月11日， 参观者在观看

一架中国航空医疗救援飞机。
当日，2017亚洲公务航

空 会 议 及 展 览 会
（ABACE2017） 在上海虹桥
机场开幕。 展会聚集了170多
家国内外品牌参展，并有35架
公务机实地进行新型航空技
术、新机型和服务的展示。

新华社 图

武汉马拉松热力开跑
阳光保险再度护航

11日在武汉举行的长江中
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会议上，武汉、长沙、合
肥、南昌四市签署合作协议，确
定建立城市间信用联动制度，
形成区域联动的信用奖惩机
制，让“老赖”等不重视信用者
一处失信，处处受制。

根据协议，在四市区域内，
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的
“信用红黑名单” 实现互认。并
在工商管理、税收监管、质量监
管、食品药品、环境保护、旅游
等重点领域， 试点推进失信企
业和个人联合惩戒， 共同探索
建立基于信用体系的企业协同

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 逐步扩
大对失信企业和失信个人协同
监管和联合惩戒范围。

为加大守信主体跨区域业
务的支持力度，四市还将探索为
守信主体提供优先办理、简化程
序等“绿色通道”激励政策。

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秘书
处执行秘书长沈涛介绍， 如果
进展顺利， 四市最快将于今年
实现信用工作相互交流和企业
信息的相互查询； 明年实现基
本信用信息的共享和信息定期
更新， 完善信用服务机构跨市
服务和信用信息互用机制。

■据新华社

长江中游四省会城市
将建立跨区域社会信用体系

广州发布公办养老机构轮候入住新规
记者11日从广州市民政局

了解到， 经广州市政府同意，
《广州市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
估轮候管理办法》 已于日前印
发实施，此次实施办法，进一步
扩大了优先轮候的范围， 在原
有低保、 低收入困难家庭老年
人、 计划生育特扶老人等群体
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经济困难

（月养老金低于当地现行最低
工资标准）的孤寡、高龄、失能
老人， 以及为该市做出重大贡
献并在该市居住（不限户籍）的
失能老人等。

此外，经前置评估为“失能”
的老年人， 同等条件下也将优
先于其他老年人入住公办养老
机构。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