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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社会

财政部修订《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

第 30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彩票公益金纳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4 月 5 日至 5 月5 日举办

财政部 21 日向社会公布了最新修订
的《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明确彩票公益
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专项用于社
会福利、 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 财政部表
示，此次修订《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旨在
规范和加强彩票公益金筹集、 分配和使用
管理，健全彩票公益金监督机制，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对于彩票公益金的使用， 管理办法强
调，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基本建设设施、设备
或者社会公益活动等， 应当以显著方式标
明“彩票公益金资助 - 中国福利彩票和中
国体育彩票”标识。
同时，财政部应当于每年 6 月底前，向
国务院提交上年度全国彩票公益金的筹
集、分配和使用情况报告；每年 8 月底前，
向社会公告上一年度全国彩票公益金的筹
集、分配和使用情况。
管理办法强调，拒缴、拖欠、截留、挤
占、 挪用彩票公益金以及改变彩票公益金
使用范围的，将严格按有关规定处理。
财政部明确， 新管理办法于发布之日
起实施，财政部 200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
《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据新华社电）

卫生部：鼓励社会资本
进入康复医疗服务领域
在 21 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国康复医疗
管理工作会议上，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表
示，为进一步完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将鼓励有条件的二级综合医院整体转型为
康复医院或以康复为主的综合医院， 同时
鼓励社会资本作为增量进入康复医疗服务
领域。
2011 年， 卫生部启动了建立完善康复
医疗服务体系试点工作，在北京、黑龙江、
上海等 14 个试点省（区、市）共计 46 个城
市（区）进行试点。“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初
步建立分层级、 分阶段的康复医疗服务体
系，逐步实现患者在综合医院与康复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间的分级医疗、 双向转
（据新华社电）
诊。

中国银行业高端人才缺乏
私人银行家仅 200 人
“
21 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这本是
电影里的戏谑之词， 却一语切中了中国银
行业的要害。 随着中国银行业的迅速发展，
高端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
据了解， 虽然各银行纷纷成立私人银
行挖掘高端客户，但与之不匹配的是，目前
内地已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私人银行家仅
200 人，如何适合高端客户的需求，成为众
银行的头等大事。
专家认为， 中国银行业人才匮乏有其
客观的历史原因， 因为中国商业银行市场
化之路并不长， 占据大头的传统存贷业务
无法为商业银行培养、 储备太多的高端人
才。
（据《福州晚报》）

英紧缩留学签证
留学生注意应对
英国内政部近日调整外国留学生签证
政策，决定从 4 月 6 日起紧缩留学签证。 教
育部提醒有意留学英国的人员密切跟踪英
方院校招生资格的变化， 根据新政做好留
学准备，选择获得教学资格的院校就读。
据了解， 英国新签证政策将取消原有
的毕业生工作签证， 大幅提高外国留学生
的英语水平门槛和生活费用证明金额，还
将严格限制留学生在英国的学习和打工时
间。 此次政策调整系英国政府收紧移民政
策、保护国内就业市场的措施之一。
（据《劳动午报》）

记者 21 日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由文化部与河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第 30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
节将于 4 月 5 日至 5 月 5 日举办。
据悉，从 1983 年起，一年一度的牡丹
花会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中外游
客。2011 年，洛阳牡丹花会正式升格为由文
化部与河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
洛阳牡丹自古名甲天下， 从隋唐至今
已有 1500 多年栽培史。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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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爱因斯坦笔记有望网上公布

据英国 《每日邮报》3 月 19 日报道，著
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去世后
留下的近 8 万份文件将被研究人员逐一整
理、解读，并有望被全部上传到专门的网站
上供世人浏览和参考。
这些文件除了包括爱因斯坦生前大量
的学术笔记外， 还将包括他的许多私人信
件甚至情书。 目前，研究人员已经整理出了
文件中截至 1922 年之前的内容，并作为首
批公开信息进行了上传。
据负责保管这批文件的哈诺赫·古特
弗罗因德教授介绍， 此举目的是为了完整
地还原爱因斯坦毕生研究探索的学术过
程。
（据《半岛都市报》）

长春违法强拆致死案续

６ 名被告一审均获刑

以色列立法禁止“
骨感”模特

记者 21 日从吉林省法院方面获悉，辽
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长春市朝阳区违
法强制拆迁致人死亡案进行了一审宣判，6
名被告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一审被判处 3
至 5 年有期徒刑。
法院审理认为，6 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
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王海宾被判处有期
徒刑 5 年，张纪虎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张
纪明、张忠华、杨喆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马宁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
这一违法强拆致死事件发生后， 监察
部已责令长春市政府向吉林省政府并国务
院作出深刻检查， 责令长春市市长向全市
人民公开道歉。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议会 19 日通过新法律，禁止体
重不达标的模特在当地广告中出现， 以此
打击因时尚界过度追求苗条而导致的年轻
人饮食失调现象。
这项新法还规定， 如果广告出版商通
过修改照片让模特们看起来更加显瘦，则
需要披露这一情况。
据悉， 政府通过立法干预时尚界的模
特选择标准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长期以来，
由于过度追求身材的苗条， 时尚界人士总
是通过节食等措施来使自己更瘦更美，这
一潮流导致包括很多模特在内的女性尤其
是年轻的女孩子患上厌食症等症状， 严重
危害身体健康。
（据《现代快报》）

空军出动战机
轰炸黄河冰凌排除险情

模特乘热气球
展 3000 米长婚纱

3 月 20 日， 空军航空兵某部出动 3 架
战机对黄河内蒙古段凌汛区进行轰炸，执
行任务的各架战机均准确到达黄河凌汛区
上空， 投下的 36 枚炸弹全部命中目标，有
效排除了目标区域的凌汛险情。 （据网易）

环球
H
华人记者获年度全球最佳
据英国路透社昨晨报道， 汤森路透近
期公布了 2011 年全球最佳新闻工作者的
名单。 其中，路透社华人首席记者林洸耀当
选为年度全球最佳记者。
报道指出， 林洸耀的获奖原因在于，
“他充分利用广泛的人脉，抢先报道了一系
列重大新闻”， 包括北京政府计划处理 1.7
万亿美元地方政府债问题， 以及中国计划
建造两艘新航母等。
此外， 在朝鲜前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
世后，林洸耀又在第一时间做了独家报道。
名单显示，年度最佳新闻故事得主是
“
欧
元区危机”，而年度最佳独家新闻为“
卡扎菲
被擒”。
今年 52 岁的林洸耀，现任路透社中国
首席记者，为菲律宾华人，曾在菲律宾学习
机械工程、在中国台湾学习中文。
1984 年， 他开始为台北 《英文中国邮
报》工作，之后就职于法新社，1991 年加入
路透社台湾分社成为特派员，2003 年至今
常驻北京。
（据《法制晚报》）

印度校车坠河

14 人死亡

3 月 2 0 日，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民众
聚集在一辆坠入河道的校车周围。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印度南部
安德拉邦一辆校车当天下午坠入河道，造
新华社发
成至少 1 4 名学生丧生。

“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
宣布制造系列爆炸案

11 楼跳下砸中车
男子奇迹生还
香港 25 岁青年黄某为情所困，19 日早
晨从寓所 11 楼一跃而下，直堕地面停车场
入口的一辆私家车车顶。 身受重伤的他当
时清醒能说话， 被其击中的私家车车主及
司机并未受伤。 据了解， 当时司机正在开
车，突然听见车顶传来巨响，下车发现男子
受伤躺在车顶，遂报警。
警方到场发现，私家车车顶严重凹陷，
直压座位，车尾挡风玻璃爆裂。 救护员赶到
现场将堕楼男子送往医院。 （据中新网）

淇河晨报

当地时间 3 月 2 0 日，1 7 岁嫩模爱玛在
罗马尼亚首都展示了一件长达 3 0 0 0 米的
婚纱，打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这件乳白色
婚纱由 1 0 位裁缝用时 1 0 0 天精心缝制而
成，蕾丝来自法国，其他材料来自意大利，
造价 5 0 0 0 英镑（约 5 万人民币）。
据报道，当模特身穿这件婚纱、乘坐热
气球漂浮在罗马尼亚首都的上空进行展示
时，飘逸的长裙摆引发观众一阵阵惊叹。
（据新华网）

“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机构 21 日发
表声明说，该组织策划实施了 20 日在伊拉
克多个城市发生的一系列爆炸袭击。
自称“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基地”伊拉
克分支机构当天在网上发表声明说， 该组
织前一天对伊拉克多个地方的政府部门、
安全机构、什叶派居民区、什叶派领导人以
及他们的逊尼派盟友发动系列袭击， 意在
挫败政府为阿盟峰会所作的安保计划。
伊拉克多个城市 20 日上午接连发生
十多起爆炸袭击，造成至少 47 人死亡，240
人受伤。 爆炸发生时机恰逢美军入侵伊拉
克 9 周年， 也给即将于本月底在巴格达举
行的阿盟峰会蒙上一层阴影。
（据新华社电）

美高校设计出
“降噪”超音速飞机
凭借“修长身材”和特殊的“翅膀”，超
音速飞机能否降低噪音？ 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的科研人员近日设计出一种形体特殊的
双翼超音速飞机， 有望解决超音速飞机在
飞行过程中产生的音爆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学助理教授王
棋棋 20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他
们设计的新型飞机名为“布泽曼”双翼超音
速飞机， 这种飞机可使飞行产生的冲击波
和膨胀波相互抵消， 从而显著降低飞机在
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音爆噪音。 这种超音
速飞机的左右两侧都有上下两个机翼，它
们随着翼展彼此接近， 其末端几乎相互接
触。 这种机翼的内侧表面很光滑，可大幅减
少飞行阻力，因而更加节能。
这一设计的相关成果将发表在美国新
一期《飞机杂志》上。 美国当地媒体评论说，
双翼飞机有可能成为超音速飞机的未来设
计趋势。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