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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总统新任期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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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内蒙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精彩资讯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近年来，各级民
政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尽责，坚持福利彩票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承诺，健全福利
彩票管理体制机制，在促进福利彩票事业健
康发展的同时，让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体
共享福利彩票发展的成果。

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要发挥良好的社会
效益

随着福利彩票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从一
张张2元的双色球中、从一张张刮刮乐中……
一笔笔微薄的福彩公益金最终汇聚成江海，在
保障受助人员的基本生活、健康安全、教育发
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底，福
利彩票累计发行销售20197.26亿元，筹集公益
金超过6000亿元。

从2005年起，彩票公益金在中央与地方
之间，按50%∶50%的比例分配。中央集中的
彩票公益金，按60%、30%、5%和5%的比例在
社会保障基金、专项资金、民政部、国家体育
总局之间进行分配。截至2018年底，福利彩票
累计发行销售20197.26亿元，筹集公益金超过
6000亿元，为社会福利与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做出了应有贡献。

根据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的发行宗旨，福彩公益金重点用于为老年人、
残障人、孤儿及特殊困难群体提供服务的社
会福利设施建设和直接服务类项目。多年来，
福彩公益金累计资助各类公益项目30多万
个，使用范围涵盖社会福利、社会公益、社会
保障等众多领域，数亿人次受益。许多公益项
目如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 、贫困母亲

“两癌”救助等被公众熟知。
在实施公益项目的过程中，各级福利彩

票机构致力于打造福彩公益品牌，如中福彩
中心组织开展了福彩有爱、福彩圆梦等系列
公益活动。各地福彩中心开展资助贫困学子、
慰问困难群众等公益活动，打造了福泽潇湘、
温暖贵州、福彩草原情等公益品牌，彰显了福
利彩票公益宗旨。

每一项行动
都透着浓浓的社
会责任担当

福利彩票因
责任而生。在年度
销量 超 2000 亿元

“舞台”上的福彩
事业，社会责任构
成了“舞台”的根
基。福利彩票在不
断前行的同时，用

实际行动践行对国家、社会、购彩者、从业者
的责任与担当。

经过多年发展，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已经
成为涉及产品研发、测试、生产、渠道建设等
各个环节，由主管及监管部门、发行机构、销
售机构、彩民、收藏爱好者等多方共同参与的
产业链。据统计，全国共有福利彩票销售场所
17万多个，创造就业岗位30多万个，惠及残疾
人、下岗职工等广大困难人群，缓解了社会就
业压力。

与此同时，福彩将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
贯穿到发行销售各个环节。在设计理念上，通
过对返奖率、中奖面、奖级的科学设计，提高
娱乐性、降低博弈性，努力将福利彩票打造成
为健康彩票、绿色彩票。在消费理念上，通过
媒体广泛宣传、销售网点提示引导等多种方
式，积极倡导“多人少买、重玩轻博、理性投
注、寓募于乐”的购彩理念，反对超过承受能
力的大额投注、盲目投注，努力减少非理性购
彩现象。在信息公开上，开展了走近双色球、
走近刮刮乐等活动，广泛邀请媒体记者、公益
金受益者、彩票销售员、购彩者等到现场观摩
双色球游戏开奖和刮刮乐印制生产线，增进
了各方对福利彩票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在社会责任体系建设上，中福彩中心先
后通过了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一级和二级
认证，目前正在积极按照三级认证标准加强
社会责任建设。在中福彩中心的带动下，多达
20余个省级销售机构及部分市级机构发布了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以翔实的资料描摹出福
彩阳光的运营理念，以丰富的数据全面展示
公益成果，以生动的图片展现亲民有爱的氛
围，以真实的案例记述感人至深的公益故事，
报告的可读性、权威性逐步提高，社会影响日
益扩大。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上，中福彩中心2018
年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赛汗乌素村产
业扶贫项目，在江西省莲花县捐建福利彩票
便民连心桥。河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福利
彩票机构广泛开展对口帮扶、结对帮扶、助学
扶贫等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贡献了福利彩票的力量。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福利彩
票事业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振奋精
神、迎难而上，应对化解风险挑战，推动体
制机制改革创
新，福利彩票
事业必将谱写
新 的 华 美 篇
章。

创建福彩品牌 扛起公益责任

福彩快讯
福彩网址：www.nmlottery.com.cn
咨询电话：0471-5182870

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5月
11日公布8日大选的结果，执
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
大）获胜，非国大主席、现任南
非总统拉马福萨将连任。分
析人士认为，拉马福萨在新
任期内需要重振南非经济，
但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起来并
不容易，他将面临严峻挑战。

史上最激烈选举

对于此次大选，南非独

立选举委员会首席选举官
赛·马马博洛评价说，这是
南非历史上最复杂、竞争最
激烈的一次选举。

非国大在本次大选中
的得票率比2014年上次大
选的62.15%有所下降，也是
该党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
政策后的6次大选中支持率
首次跌破六成。分析人士指
出，这与非国大近年来政绩
不佳有关。

与2016年地方选举时

的支持率相比，此次非国大
的支持率已有所回升。分析
人士认为，拉马福萨在帮助
非国大争取选民方面功不
可没。他2017年12月赢得非
国大主席选举，两个月后接
替祖马出任总统。在担任总
统的一年多时间里，拉马福
萨任命了新的国家检察署
署长，着力打击腐败，开除
了多名涉嫌贪腐、渎职的高
官，同时想方设法为南非吸
引投资。调查公司益普索选

前的一份调查显示，公众对
拉马福萨的认可率达65%。

振兴经济面临难题

尽管拉马福萨在过去
一年多的执政里取得了一
定成绩并在此次大选中成
功赢得连任，但他面临的执
政形势并不乐观。

南非的经济增长率
2018年只有0.8%，世界银行
预计该国2019年增长率也

只有1.3%。官方统计数据显
示，南非当前的失业率为
27.1%，35岁以下年轻人的
失业率更是达到惊人的5
3%。

除了经济增长缓慢、失
业率高企，经济不平等问题
也困扰着南非。当前，南非
有五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生
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被列
为极端贫困的白人家庭只
有2.9%。虽然白人占人口总
数的比例不足10%，但南非

大多数可耕种土地仍在白
人手中。世界银行认为，南
非目前仍是全球最不平等
的国家之一。

分析人士认为，发展经
济是南非的当务之急，只有
立即查处腐败官员、振兴国
有企业、减少外债，才有可
能缓解失业、贫困和不平等
等社会问题。面对诸多棘手
难题，拉马福萨和非国大将
如何处理值得关注。

（据新华社报道）

新华社消息 布基纳
法索安全部门消息人士5
月12日说，布北部桑马滕
加省一座天主教堂当天发
生袭击事件，造成6人死
亡。

消息人士说，一伙不
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当天早
间闯入教堂，对正在参加

弥撒的人群开火，造成6人
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神父。
武装人员随后纵火焚烧教
堂及周围商店等建筑。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
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事件。

2015年以来，布基纳
法索袭击事件频发，安全

形势严峻。2018年3月2日，
位于首都瓦加杜古的布军
队总部和法国驻布基纳法
索大使馆遭到不明身份武
装人员袭击，造成8名士兵
身亡。今年4月28日，布北
部苏姆省一座教堂发生袭
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死
亡。 （肖玖阳）

新华社消息 世界上
横梁最长的秋千在日本
福冈县北九州市完工，
可供100人同时荡秋千。

日本 《朝日新闻》5
月13日报道，这座环形
秋千位于北九州市若松
区响滩绿地公园，设有
100块秋千坐板，由市政
府花费大约 1.2 亿日元

（约 合 749.7万 元 人 民
币）建造。秋千的环形钢
制横梁长163.35米，打破
荷兰1998年创下的世界
横梁最长秋千纪录。荷
兰那座秋千横梁长 133
米。

活动组织方11日组
织 100 名儿童在这座 环
形秋千上同时荡秋千。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
构工作人员随后确认这
一新的世界纪录。

参加活动的小学五
年级学生谷口小梅说，
她在环形秋千上玩耍时

“还能看到对面荡秋千
人的脸，大家一起挑战
吉尼斯世界纪录，非常
开心”。

布基纳法索一教堂遭袭
6人死亡

新华消息 《日经产业
新闻》日报5月13日发布一
项调查，显示76%的日本人
支持女性继承皇位，反对
者占14%。

日本明仁天皇4月30
日正式退位。时隔202年，
这是日本天皇首次退位。
新天皇德仁第二天举行即
位仪式，成为日本第126代
天皇。

日本皇室典范规定，
只有男性皇室成员才能继

承皇位。所以，德仁的妻
子、皇后雅子和二人的独
生女、现年17岁的公主爱
子都无缘皇位。

59岁的德仁即位后，
52岁的弟弟文仁是皇位第
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
继承人是文仁和妻子纪子
唯一的儿子悠仁。

明仁天皇在位、悠仁
出生以前，皇室第三代一
直没有男性继承人。因而，
要求修改皇室典范规定、

允许女性继承皇位的呼声
高涨。悠仁的降生平息这
一争论。

日本皇室“人丁不
旺”，12岁的悠仁是皇室这
一辈分的唯一男性。

皇室现有6名未婚女
性，如果嫁给非皇室成员，
必须脱离皇籍。德新社报
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皇
室成员数量将进一步削
减，皇位继承恐怕面临更
严峻危机。 （陈 丹）

近八成日本人支持女性当天皇

新华社消息 西班牙
小镇埃斯特波纳一座38米
长的滑梯太陡、太长，致使
多人受伤，开放不到一天
即停止使用。

这架金属制滑梯建在
埃斯特波纳城区，连接上、
下两条街道，初衷是方便
人们出行，把通常步行10
分钟的路程缩短至一分钟
内。

然而，滑梯太陡，坡度
在32至34度之间，多名使

用者受伤。英国《每日邮
报》5月13日报道，滑梯9日
开放使用，就有视频上传
至网络，显示使用者滑下
滑梯、跌落地面……

一名女性在社交媒体
“推特”发布照片，展示她
从滑梯滑下后双肘擦伤。

“我滑下来，全身多处受
伤，还滑出去两米，把警察
逗笑了”。

埃斯特波纳市政府10
日宣布“另行检查”并“预

防性关闭”滑梯。不过，政
府说，滑梯安全性能经过

“专门安装公司”检验，使
用者如果依照安全提示滑
行应该不会有问题。提示
内容包括“禁止躺着滑滑
梯，应该收紧胳膊、坐直
滑，不要在其他人滑的时
候滑”。

媒体报道，滑梯由一
家私人企业安装，造价估
计为2.8万欧元（约合21.6
万元人民币）。 （袁 原）

太危险
西班牙38米长滑梯开放一天关闭

横梁最长秋千建成
可同时坐1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