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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读 BIG NEWS

市纪委官微第一条微博于 2012
年 6月 8日发出，截止至今年 12月 10
日，发布微博共 1600多条，累计听众
20.4 万人，热帖浏览数最高达 9000
次。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近日发布
的《2013 年腾讯政务微博微信报告》
中，市纪委腾讯官方微博听众数位列
第五。市纪委一位负责同志介绍说，
纪委官微每天动态更新，及时发布中
央和省反腐倡廉政策和信息，而在发
布我市反腐倡廉信息方面，更是不遗
余力。目前，官微相对稳定的栏目有
高层动态、本地信息、行风热线、案件
通报、寻计问策、职权目录、黑名单制
度、清风廉韵、述职述廉、他山之石
等。这些栏目，紧密结合实际，纪委
特色鲜明。

其中的一些话题，广受关注和欢
迎。如行风热线和职权目录等话题，
成为连接网友与纪委的一座桥梁。
这里经常演绎网友与官微工作人员

“化敌为友”的故事。这名负责人员
讲述说，一位网友曾经反映石角供电
问题。作为一个党风廉政建设信息
权威发布阵地，工作人员没有因为

“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而是主
动联系相关部门，搞清了来龙去脉，
以私信的方式认真回复了网友。网
友半信半疑地回复说：“暂且信你们
一回。”一个半月后，当石角的供电
问题解决后，这位起初情绪激动的网
友在官微留言说：“务实。”

今年 4月份，有网友就徐闻县龙
潭镇香蕉苗供应商赔偿问题在市纪委
官微上质疑有关部门“护短”。微博团
队马上按程序把问题交市纪委信访室
处理并按程序回复网友。认真对待问
题的态度,让言辞激烈的网友最终连
声道谢。这位有美术特长的网友还欣
然接受邀请，创作了一组廉政公益漫
画。

“对于大量举报投诉，我们会及
时把投诉件转给有关部门办理，同
时，我们定期发布举报投诉的‘标准
化’渠道。”市纪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官微会定期推出介绍“纪检监察
举报投诉”知识的博文，并且隔一段
时间就会“置顶”几天。“这样可以方
便那些新来的网友，了解如何正确举
报。”这位负责人说。

作为“纪”字号官微，网友更关注的
是对于查办案件方面的相关信息。记
者发现，“案件通报”话题，除市纪委定
期举办的案件通报会的内容会第一时
间出现外，还在回应网络反腐舆情方面
表现出快速的优势来。去年12月，网上
出现举报“湛江市官员包二奶超生”的
微博。市纪委第一时间通过官微予以
回应。3天后，市纪委再次通过官微发
布市委对邓某免职并且由市纪委立案
调查的消息。此事自网上曝光到媒体
跟进，再到当事人被调查免职，刚好经
历了100小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对此事进行了
专项跟踪和研究后，在人民网和中国舆
情网站发布了 3500字的舆情分析。分
析认为，湛江市纪委的舆情危机处理模
式可圈可点，反应迅速，积极应对，同时
针对调查不掩饰不撒谎，实事求是处理
问题官员。分析说：“应对及时、处理及
时、危机修复得当，值得借鉴。”

今年以来，市纪委通过官微分别发
布了原坡头区委书记梁某某案、湛江

“房叔”案、徐闻县副县长杨某案、市国
资委副主任冯某案等一系列敏感事
件。著名网友“@厦门浪”称湛江市纪

委主动引导，“网友跟着纪委跑”，牢牢
地把握住了舆情主动权。

市纪委新闻发言人说，过去，一旦
有举报官员的事件成为公众事件，记者
就会蜂拥而至，让人应接不暇。“现在我
们会引导记者留意纪委官微。纪委能提
供的有关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在官微上
依法依规进行权威发布。目前，一些重
要媒体在报道时，会标明‘记者从湛江市
纪委官微上获悉’这样的字眼。这表明，
官微，这个体现着市纪委开放的勇气、开
明的姿态、包容的胸襟和直面问题的作
风的平台已经成了‘权威’平台。”

“有人误以为官微仅仅是官方发
布。其实，官微还是市纪委群众路线教
育的具体举措。”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按
照市委的部署，我市今年铺开岗位廉政
风险防控工作。如何把这项工作开展得
扎实、富于成效？市纪委在官微上开设了

《寻计问策》话题，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
如何开展岗位廉政风险防控向网友提了
一百个问题，“百问网友”成为一个热词,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利用新兴媒体，渐显成效”。

“百问网友”之后，是沉甸甸的收

获。去年，市纪委把网友的金玉良言辑
录、编辑成 10 余万字的《e 路清风沁心
扉》，作为全市党员干部纪律教育学习
参考读本下发。“草根”言论“登堂入
室”，写手们倍受鼓舞，领导干部们也觉
得清新好读，别开生面。

以以““官微官微””打造打造““权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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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扰民

送邻居彩票表歉意
听过有新人在婚庆仪式上把彩票当礼物

回赠亲朋好友的，听说有人将彩票当歉意送
人，这还是头一遭。

日前，住在大连甘井子区锦华北园一幢楼
的居民发现，每位居民的家门口都贴着一封致
歉信，并附带一张彩票。咋回事啊？原来，该
楼一位新业主买房子后因装修时间过长，打扰
了邻居，新业主便以此种方式向邻居致歉。

据一位业主介绍，一早上，她看到家门口
贴着一个小信封，上面写着“致歉信”3个字，

感到奇怪，她打开了信封，原来是楼上一位业
主装修，噪音打扰了楼里的邻居，对方才用此
种方式道歉。更让业主惊奇的是，致歉信里还
有1张彩票。“虽然价值不高，但我觉得很惊喜
也很感动。”

新业主的致歉信都是手写的，大体内容是
因为近期装修，给大家带来了不便，非常抱歉，
基础装修会在 12月末完工，附上一张彩票聊
表心意。记者试着敲了正在装修的业主家门，
但家里并没有人。

随后，记者根据致歉信上留下的电话联
系到了新业主小安。小安告诉记者，他和妻
子都是80后，刚买下这处房子，一个多月前
开始装修。“刚开始装修时没打算有这么大的

工程量。”小安说，可装修起来，他们又觉得
有一些问题，于是工程量也越来越大，时间
也拖了很长时间。因为以前他和妻子所租住
的小区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他也深知在老
小区内装修房子，会给其他业主带来多大的
困扰，所以，他才和妻子商量向业主道歉。

“本来想买点水果向大家道歉，可妻子觉得这
样的方式会更有诚意，于是，妻子亲自动笔
写下了9封致歉信。”一早上，虽然家里暂时
停工，但他仍然跑了一趟新家，特意将致歉
信贴在每位邻居的家门上。采访中，小安表
示，远亲不如近邻，他也希望未来可以和楼
里的邻居愉快相处。为此，他买了这些彩票，
也希望能有邻居中大奖。 （连晚）

12月8日，双色球第2013144期开
奖，开奖号码红球05、07、12、19、27、31
蓝球 02。当期双色球开出一等奖 12
注，单注金额 583（含加奖 83.33万）万
元。二等奖高产308注，单注金额10.6
万元，这是双色球加奖期间，继第
2013137 期盛开 402 注二等奖后的又
一高产期。
红球爱热蓝球喜冷

双色球第 2013144 期红球三区比
为 2:2:2；大小比为 3:3；奇偶比 5:1。当
期红球开出 2枚重号 12、27，这是红球
12连续第3期出现；还开出1组同尾号
07、27。从双色球近连续三期的开奖情
况看，红球除号码12连下三期外，重码
22和27也是梅开二度，而同尾号12、22
也相伴两期，重码、同尾码现象期期再
现。蓝球则对间隔十期以上的冷码感
兴趣，近三期的蓝球分别开出遗漏 12
期的14和遗漏均达20期的11、02。
头奖遍地华东大赢

双色球第 2013144 期开出一等奖
12 注，其中江苏独揽 3 注，浙江、上海
各 2 注，其余 5 注由内蒙古、辽宁、云
南、甘肃和新疆彩民分享。当期二等
奖开出 308注，单注金额 10.6万多元。
当期重庆彩民中得 28注二等奖，成为
中得二等奖最多的地区；深圳彩民收
获22注，名列第二；河北和福建彩民各
中得20注，排行第三。当期除西藏外，
全国其他地区均有二等奖入账。

从近三期出奖地看，华东成为一
等奖的幸运福地。近三期共开出一等

奖 28 注，江苏、浙江、上海分别获得 3
注，广东、陕西、辽宁、天津各中得2注，
其余10注分落北京、河北、山西、四川、
湖南、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地。在近三
期开奖中，销售大省广东只揽得2注一
等奖，而华东彩民却收获 9注，成为一
等奖的最大赢家。
2元中1000万可期

第 2013144 期双色球全国销量
4.06亿元。广东（不含深圳）当期双色
球销量为3632万多元，高居第一，浙江
则以 2746万多元销量位列第二，山东
2292万多元排名第三，江苏 2292万多
元排名第四，上海以其销量 1948万多
元位列第五。

双色球第2013144期开奖计奖后，
双色球奖池累积金额逐渐上升至9946
万元，接近亿元关口。加上双色球3亿
元派奖正在进行，单期派奖1000万元，
所以，双色球第 2013145期，彩民朋友
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3亿加奖剩10期

中福彩中心自 2013 年 10 月 24 日
起，开展双色球3亿元派奖活动。活动
连续派奖30期，每期加奖1000万元给一
等奖，派奖总奖金达3亿元。截至双色
球第2013144期，双色球已派奖20期，派
奖期间已派发奖金2亿元，共送出249注
一等奖，其中诞生一个亿元巨奖。

双色球派奖提供的惊喜回馈了彩
民的爱心，目前，3亿元大派奖活动仍
在继续，截止第2013144期加奖剩余期
数 10期。 （草创）

12 月 5 日，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彩票工
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彩工委”）主办，广东省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承办的“国际彩票发展动
态报告会”在羊城广州举行，中国社会工作协
会会长徐瑞新，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党委书记、彩工委名誉会长张忻，中国社会工
作协会副会长、彩工委会长王柏泉，广东省民
政厅厅长刘洪，副厅长饶美奕，全国各地的福
彩发行机构主任等近 200名中外彩票界专业
人士共聚一堂，交流国际彩票最新发展动态，
分析世界彩票发展趋势与特征，展示最新技
术发展成果，为推动中国彩票发展集思广益，
积极探讨交流。

本次报告会邀请到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彩票专业人士以及国内著名的专家学
者。其中，来自美国集太公司亚洲区市场总
监陈增国作了《浅谈世界及美国彩票发展趋
势》的报告；香港赛马会社区事务部主管潘太
平以《以客为尊，奉献社会》为题介绍了香港
赛马会的情况；来自俄罗斯彩票新方向发展
部总经理格列部•卡斯特纽尼为到会者进行
了《俄罗斯彩票介绍》的报告；法国国家彩票
集团国际关系部经理皮埃尔•布鲁依先生讲
解了欧洲彩票业的发展、趋势、变化和挑战；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
王薛红在报告会最后为大家作了《彩票业的
社会责任》报告。专题报告会之后，来自全国
各地的福彩发行机构以及行业公司的参会代
表就彩票发展的相关问题与各位报告人进行
了积极的交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参会代
表们表示，这次报告会举办得非常好，通过此
次报告会，大家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今后彩票
工作的开展也有了更深的思考。

本次报告会是中国彩票界的一次盛会，体
现了较高的专业水准。参会者有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的相关领导、各地福彩发行机
构的负责人及众多国内外彩票领域的行业公
司负责人。搜狐网、中彩网、彩工网、《公益时
报》社等多家媒体也派出代表对本次会议进行
了报道。为了确保本次报告会的顺利举行，主
办方“彩工委”和承办方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进行了精心筹备，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多年来，我国彩票事业走出了一条以公
益为本、责任优先、创新驱动的中国特色彩票
的发展之路。通过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彩票
事业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公益形象深入人心，
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影响和作用更加显
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了解，仅中国

福利彩票在 2012 年的发行量就达到了 1510
亿元，筹集公益金440多亿元。福彩系统成为
世界彩票业第二大发行机构，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彩票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当前，我国
彩票事业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彩票事业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面对新
形势，需要着力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实
现彩票事业的转型跨越发展，这也是中国彩
票由大到强的必由之路。

作为目前中国大陆唯一一个具有全国彩
票行业协会性质的社团组织和世界彩票协会
的会员单位，“彩工委”多年来一直积极发挥
行业协会的优势和特点，立足服务彩票行业，
推动彩票行业规范化建设，开展彩票文化和
彩票公益活动，营造彩票良性发展环境，促进
彩票事业健康发展。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彩票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彩票的交
流，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和先进技
术。今后，中国与世界的彩票交流将会更加
频繁、空间也越来越大。这次国际彩票发展
动态报告会将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今后
中国彩票与世界彩票的交流合作搭好平台，
从而为中国彩票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而富有
建设性的作用。 (粤彩)

汇聚国际彩业声音 蓄力中国彩票发展
——“国际彩票发展动态报告会”广州开讲 今年以来，双色球销量平稳发展，

平均期销量为 3.54 亿元，最高期销量
达 4.2 亿元。截至 12 月 3 日，双色球
2013142 期开奖结束，双色球 2013 年
销量突破 500亿元，达到 503.16亿元。
这是双色球上市十年来，这是继 2012
年11月27日双色球2013140期开奖后
首破 500 亿大关后，年销量再次突破
500亿元大关。至此，双色球上市十年
多来共销售 3126亿元，筹集公益金超
过 1094亿元，为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
保障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出奖情况看，今年双色球切实
回馈彩民。截止 12 月 3 日，双色球今
年已经送出一等奖 1571 注，二等奖
22424 注。其中，一共开出 60 注单注
奖金 1000万及以上的头奖，最高单注
奖金 1250万，出现在第 2013129期；一
等奖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97
注，增幅达到6.5%。与此同时，双色球

二等奖也比去年同期增加 3143注，涨
幅达 16.3%。今年有更多的彩民得以
分享双色球大奖带来的快乐惊喜。

双色球不仅为彩民送出1571注一
等奖，更缔造了 5 个亿元大奖。分别
是：

★3月5日第2013025期广东广州
市1.086亿元巨奖；

★3 月 24 日第 2013033 期广东广
州市1.07亿元巨奖；

★4 月 28 日第 2013048 期河南安
阳市1.09亿元巨奖；

★6 月 16 日第 2013069 期湖北武
昌市2.08亿元巨奖；

★11月 10日第 2013132期陕西榆
林市1.3亿元巨奖。

上市十年，彩市航母双色球用一
个个大奖圆着彩民的致富梦，又用千
万万小奖回馈彩民的公益梦。

（莫仁新）

双色球销量再破500亿

链接：————————————————————————

省福彩中心主任黄严冰（前左一）陪同中彩中心党委
书记张忻（前中）在中福在线销售厅调研。

国际彩票发展动态报告会现场。

您还等什么！双色球3亿派奖剩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