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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区土地，厂区占地63亩，厂房建筑面积10512平方米，其他建筑1500平

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厦12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债权转让公告
海南岭南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卢德忠、王华维、曾干英、洪高云、周游、
陈婷婷、郑彩云:

因贵公司未能按期归还我行2笔贷款，我行和海南和颐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我行对贵公司的2笔债权于2017
年12月19日转让给海南和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2笔债权合计如
下：贷款本金合计为2900万元，欠息合计1347385.56元（实际数额以

实际交割日计算），律师代理费 25 万元，我行垫付的其它费用
223862.18元，以上合计金额为30821247.74元，最终转让价款的实
际数额以实际交割日计算为准。从权利也随主权利一并转移。

因以上2笔债权已经人民法院判决生效，我行在诉讼或执行中的
权利义务也一并转让给海南和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因贵公司拒收我行当面送达的《<债权转让协议>通知书》,请贵
公司见报后5个工作日内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指山市支行信贷部
领取《<债权转让协议>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指山市支行 2018年2月1日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面加强基
础科学研究作出部署。

《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科学技术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
通创新发展，着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
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全面推进创
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为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意见》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
三步走的发展目标。提出到本世纪中
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
心和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
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
师，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
提供强大的科学支撑。

一是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围绕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加强重大科学问题
超前部署；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优化基础研究区域布局；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聚焦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
新基地建设。

三是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加强中青年和后
备科技人才培养，稳定高水平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

四是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深化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加大国家
科技计划开放力度，落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五是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加强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统筹
协调，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
革，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建立完善符合
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评价机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弘扬科学精神与创新
文化。

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着力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石龙洪、查

文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1日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应询表示，如果台湾方面胆敢进一步把主意
打向两岸定期航班，使2008年以来两岸同胞共同
努力得来不易的两岸直航局面遭到破坏，他们一
定是千古罪人。

有记者问：台湾方面陆委会负责人日前称暂
缓准许两岸春节加班机是“最轻微的处分”，而台湾
民航部门人员称，要看大陆的善意来决定两岸定期
航班是否继续受影响，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应询时指出，台湾当局一方面肆无忌惮
地损害台商台胞权益，另一方面却转嫁责任，向大陆

“甩锅”，这种做法道德吗？正确的做法是，台湾当局
赶快同意东航和厦航两家航空公司的春节加班机计
划。在此之后，如仍有需要，可考虑新增其他加班机
计划。关于协助台胞返乡的措施，大陆民航主管部
门和航空公司以及有关地方会陆续出台。福建省方
面已经部署增加了平潭至台湾的海上客运航班。

有记者问：台湾当局日前提出，两岸双方在不
涉政治前提下尽速就M503航线进行协商。有舆
论认为，台方是希望借此事重启两岸制度性协
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应询重申，M503航线是一条对外开
放的国际民航航线，完全是位于台湾海峡靠近大
陆一侧，在上海飞行情报区内。设立和启用该航
线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的一项常规工作，不存在
因为飞行安全而需要协商的问题。

国台办：

台湾方面胆敢破坏两岸直航
定成千古罪人

去年4000多亿彩票钱都干了啥？
——透读国家彩票大账本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郁琼源）新
年伊始，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刚过去的2017
年，我国彩票销售突破四千亿元大关，达到
4266.69亿元，这意味着历经30年发展中国彩
票市场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
步深入，我国开始尝试发行彩票为社会公益
事业筹集资金。1987年，中央批准民政部成
立中国有奖募捐委员会，发行福利彩票，当时
被称为“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1994
年，国务院批准原国家体委发行体育彩票。

30年来，我国彩票事业从无到有，由小

变大，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进程。

财政部数据显示，1987年我国福利彩票发
行第一年共销售1700万元，1995年随着体育彩
票的加入，全年彩票销量达到67.3亿元。随着百
姓生活水平的改善，2007年我国彩票诞生20周
年之际，全国彩票销量首破千亿元。此后市场规
模迅速扩张，2011年超过了两千亿元，2013年
超过了三千亿元，2017年超过了四千亿元。

最新统计显示，1987－2017年的30年
间，我国累计销售彩票约3.2万亿元。其中，
销售福利彩票近1.8万亿元，体育彩票超过

1.4万亿元。
数据显示，30年来我国累计从彩票销售

收入中筹集超过9000亿元彩票公益金，使用
范围从早期主要用于民政福利和体育事业，逐
步拓宽至养老、医疗、奥运会、红十字、残疾人、
扶贫、法律援助、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文
化等更多领域，成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
资金支撑，有力充实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财政部综合司有关负责人表示，30年来，
我国彩票发行销售体系初步形成的同时，彩票
法规制度体系也基本建立。2009年，《彩票管
理条例》的颁布施行，确立了彩票的合法地位。

历经30年

中国彩票跃居世界

官方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彩票销售收入首次跨过4000亿大关。从收入规模
看，中国彩民一年花在彩票上的钱接近整个北京市的财政收入。彩民购买彩票的钱都流向
何处？如何管好用好这笔资金？记者采访权威部门详解国家彩票大账本。

你知道吗，彩民花两元钱买彩票，其
中多大比例会投入奖池？其余资金都干
了啥？

财政部综合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国彩票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福利彩票和
体育彩票两大运营体系。彩票销售额中，
超过55％比例进入兑奖池，用于支付彩民
的中奖奖金。剩下的约一半收入中，扣除
彩票发行费后，大头用于彩票公益金。

“1987年我国创设福利彩票的初衷，就
是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拨款的不足。
目前福彩销售额中约28％，连同逾期未兑
奖的奖金都划入了彩票公益金。”民政部中
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主任冯亚平介
绍，截至2017年底，我国福利彩票总计发行
17950亿元，筹集公益金超过5370亿元。

从2017年数据看，我国共销售彩票
4266.69 亿元，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
2169.77 亿 元 ，体 育 彩 票 机 构 销 售
2096.92 亿元。两大机构共筹集彩票公
益金1143.26亿元。

“彩票，某种意义是倡导大家拿出多余
的零散资金完成普通人的公益心愿。”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张弛说，
自1994年至今的23年来，从起初为体育
事业筹集发展资金起步，到成为国家公益
彩票，体育彩票累计实现1.4万亿元销售收
入，共筹集公益金约3820亿元。

一张小小的彩票，看上去只是
承载了广大老百姓的“大奖梦”，为
平淡生活增添一些乐趣，但实际上，
它是筹集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专项财
政资金的重要渠道。2017年，我
国4266.69亿元彩票销售收入中，
超千亿元列入彩票公益金。

很多彩民关心，彩票公益金如
何分配？都用到了何处？

“彩票公益金已成为我国发展
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资金支撑。”
财政部综合司有关负责人介绍，30
年来，随着彩票公益金规模的稳步
扩大，公益金的分配政策也从最初

“部门分配”政策调整完善为目前
的“比例分配”政策。

根据现行彩票公益金分配政
策：中央与地方按50：50的比例分
配，中央集中部分按60％、30％、
5％和5％的比例分配至社会保障
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
体育总局。地方留成部分，则由省
级财政部门商同级民政、体育部门
研究确定分配原则。

冯亚平介绍，30年来，福彩公
益金资助各类公益项目30多万
个，使用范围涵盖社会福利、社会
公益、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体育、

文化、救灾、救济、扶贫、法律援助
等众多领域，直接和间接受益者超
过5.71亿人次，同时直接创造就业
岗位40多万个，惠及残疾人、下岗
职工等广大困难人群，为国家创造
税收数百亿元，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集中部分
彩票公益金的60％分配给社会保
障基金，意味着全国集中的彩票公
益金中，三成直接投入百姓的养老
金池子。换个角度说，每花两元钱
买一注彩票，就有大约两毛钱投入
百姓养老金。

2017年底，财政部、民政部还联
合发文，要求彩票公益金用于老年人
福利类项目预算总额不得低于彩票
公益金总额的50％，足见彩票公益
金支出对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视。

“如今我国开展全民健身事业
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体育彩票公
益金。”张弛介绍，体彩公益金的使
用，大头在全民健身。在体彩公益
金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建设的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遍布全国60余万个
行政村，全民健身路径、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健身步
道等成为老百姓身边的健身场所。

彩票资金取之于民，如何确
保用之于民？花钱问效，如何堵
住彩票公益金、管理运行过程中
的花钱漏洞？

从完善制度到加强监管，近
些年来彩票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效
率在不断提高。财政部综合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彩票资金由专户
管理调整为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
办法纳入预算，筹集、分配和使用
的公告制度不断健全，初步构建
了彩票公益金与一般公共预算统
筹衔接、规范完整、公开透明的预

算管理体系。
同时，近两年国家加大了对

彩票行业的审计和整顿，对相关
问题督促整改、健全制度，并对相
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追究处理。

最受关注的，莫过于2015年6
月审计署公布的关于2014年彩票
资金审计公告，此次审计共涉及18
个省份，228个省市级彩票销售机构
以及4965个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

专家指出，此前各地频繁曝
光违规使用彩票资金、奢侈浪费
等违规违纪问题，一个重要原因

是彩票资金涉及面广、资金分散，
管理使用不透明，监督盲点较多。

业内专家、彩通资讯创始人曾
繁荣说，管好用好公益金是维护彩
票公益属性的必然要求，关键要打
造阳光彩票，把彩票账本尤其是公
益金账本亮细、亮明白，让每笔资
金的使用方向和要求更清晰明确。

为加强和规范彩票公益金管
理和使用，民政部制定公益金管
理使用、督查、信息公开等一系列
规章制度。2017年6月，民政部
发文加强彩票公益金项目管理，

明确提出每年6月底前向社会公
布资金使用情况。

新时期，福彩系统将持续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梳理
福利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各环节各领
域廉政风险，扎紧扎牢制度笼子。
张弛认为，安全廉洁是体育彩票工
作的生命线，要将党风廉政建设与
业务工作融合推进，建设负责任、可
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
票，扎实走好发展的每一步。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韩洁 胡璐 范琛炜）

《意见》提出全面加强
基础科学研究要坚持的原则

一是
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分类指导

二是
突出原始创新，促进融通发展

三是
创新体制机制，增强创新活力

四是
加强协同创新，扩大开放合作

五是
强化稳定支持，优化投入结构

《意见》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20项重点任务

制图/王凤龙

彩票大账本
一半进奖池，约三成入公益金

公益金账本 一半归中央，三成入养老金池子

阳光彩票：扎紧制度笼子,促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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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市场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陈聪）解决创

新药、儿童药、短缺药供应问题是民众关注的焦
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科技部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加强和促进食品药品科技创新工作
的指导意见》，提出重点支持创新药、儿童专用药、
临床急需以及罕见病治疗药物医疗器械研发。

根据意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相关单位将共
同参与食品药品等健康领域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加强引领性原创研究、共性技术和
核心技术研发和联合攻关。

业内人士认为，在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意见立足监管科技创新，有
望助推药品医疗器械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
质量的提高，促进食品药品研发与产业升级换代。

食药监总局此前已在审评环节专门开辟绿色
通道，对创新药品予以优先审批。通过推进药品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金花清感颗粒、苹果酸奈诺沙
星胶囊、富马酸贝达喹啉片等一批具有明显临床
价值的创新药和我国首仿药获批上市。

两部委印发《意见》

重点支持创新药、儿童药、
临床急需药物及医械研发

新
华
社
发

冬日照耀下的布达拉宫（1月31日摄）。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冬游西藏·共享地球第三

极”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西藏于2018年2月1日至
4月30日对进藏旅游者实行一系列特殊优惠政
策，其中包括布达拉宫等全区A级旅游景区将免费
对所有旅游者开放。 新华社发

西藏实行特殊优惠力推“冬游西藏”

布达拉宫等景区免费开放

1月31日，在西成高铁列车上，外国留学生志
愿者与乘务员一起向小旅客介绍旅行常识。

当日，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3名外国留学生
志愿者登上西成高铁列车，为旅客提供志愿服务，
迎接春运的到来。2018年春运于2月1日启幕，
至3月12日结束，共计40天。 新华社发

春运大幕今日开启
外国留学生志愿服务迎春运

今日关注·中国彩票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