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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江苏省泗阳县政府食堂
准时开饭，来自当地史集街道的多名农
民工各自端着盘子，跟县里的机关干部
们一起排队打饭，然后与干部们坐在一
起用餐。这个机关食堂价格实惠，午餐9
元就能吃饱吃好，而且对社会无门槛开
放，大大方便了附近的民工和居民。据
了解，2015年泗阳县政府新食堂建好后，
就明确要把县政府食堂办成一个亲民开
放的食堂，工人农民可以来吃，老人孩子
也可以来吃。 （现代快报）

开放机关食堂
不宜赋予太多“额外意义”

□蒋璟璟

政府食堂对外开放，一直被视作经
典的象征意象，用以代表公共部门亲民、
惠民的立场。诸如此类的做法，其实早
就在一些地方有所尝试。但很多时候，
总是事发之初动静极大，随后不久就不
了了之。如泗阳县政府食堂这般坚持一
年之久，也算难得。

开放政府食堂供民众使用，最现实
的“功能价值”，就在于满足了一部人日
常的餐饮需求。比如说，泗阳县政府食
堂就很好造福了周围许多的民工、老人
和孩子。而就舆论反馈来看，“平民与官
员同桌吃饭”的场景，也已被表述为是政
府部门破除围墙意识、打破身份等级的诚
意之举。然而，诚如许多人所指出的，公
共机关的开放性与亲民性，并不体现为分
享了多少“大院资源”，而在于其履行职务
的过程是否足够友好、规范和高效。

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并不适合将“机
关食堂开放”赋予太多的额外意义，甚至
可以说此举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形象公
关。倘若仔细想来，官员和民工济济一
堂一同用餐的场面，其所能传递的信息
并不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毕竟，这只
是一种非正式化的官民接触方式，并不
必然能够转化为民情的有效表达。相较
于此，我们显然更应该关注，常设的沟通
渠道与反馈机制，是不是真正畅通。

如何判断一地政府是否开放包容、亲
民友善，理应有一套精准的、量化的评判
标准，而不该动辄从“开放厕所”、“分享食
堂”之类的事情中去过度诠释。机关大院
愿意与民共享自己的资源固然值得点赞，
可是这种象征性的示好努力，终究没有日
常的履职表现来得有说服力。地方职能
部门，要想赢得一个亲民、惠民的好名声，
只能依赖于长久积攒的施政成绩，只能依
赖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良好口碑……

是不是开放机关食堂，只是地方政
府的自选动作。对此，有则更好，不可强
求。而公众所应做的，就是感受到此类
举动所传递的善意，同时也不可过度放
大其象征意义。

推行“河长制”治理污染
有人管更要管得住

中办、国办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按照《意
见》要求，“河长制”主要突出地方党委
政府的主体责任，在水污染防治中起
到“攻坚克难”作用。据悉，“河长制”
将被纳入中央环保督察，以切实推动
各地落实环境保护责任。 （新华社）

按照相关要求，各地要在2018年
底以前全面建立河长制。但建立河长
制并非只要让地方领导担任“河长”挂
个名这么简单，而是要建立相应的系
统性配套制度。比如，完善工作机制，
在突出主体责任的同时，要明确一个
牵头部门，来协调河湖水的治理落实；
再比如，河长制并不等于河长一个人
说了算，而是要形成会议制度、信息共
享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配套治理体
系。也正因为此，各地在落实上还需
有时间紧迫感。

从过去一些已经执行河长制的地
方来看，该制度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实
效，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全面
推行河长制的背景下，有必要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如一些地方在由谁来
担任河长的问题上，未有明确规定，导
致河长的级别差距悬殊，不仅弱化了
制度的严肃性，也让具体的实施效果
打了折扣；而一些地方河长制缺乏民
众基础，往往成了“内部规定”。此次
《意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回应，最具代表性的是要通过主要媒
体向社会公告河长名单，在河湖岸边
显著位置竖立河长公示牌，标明河长
职责、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社会监
督。这应是检验各地落实情况最基础
的标准。

河长制的最大意义或说制度威
力，则体现在将河湖的治理效果正式
与官员的政绩作制度化的对接。《意
见》要求根据不同河湖存在的主要问
题，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将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结果及整
改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参考。这种挂
钩，不啻为一种对症下药。其实不光
是河湖水的污染问题，当前环境问题
的主要矛盾都体现于地方官员在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绩平衡上出现了
偏差。在这个角度，将河湖治理情况
纳入地方“一把手”的政绩考核，可以
说是对官员政绩考核的再平衡与纠
偏。而为了进一步确保效果，这类考
核结果亦有必要向社会公开。

河长制的推行，直接目的是要让
地方主政者更加重视河湖水的治理，
但如何重视却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河长制是否能落实到位，关键还
是要让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既要
有 人 管 ，更 要 能 够 管 得 住 ，管 得
好。 朱昌俊

上亿治霾资金被挪用
财政部将追回

随着“大气十条”终考临近，相关政策
落实情况值得关注。

12月12日，财政部发布《防治大气污
染必须堵住资金流失漏洞——关于中央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检查典型案例的
通报》（以下简称《通报》），公布对京津冀
等9个省（区、市）2013~2015年中央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
结果。从检查结果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
资金被挪用的情况较为突出。

多省市专项资金违规使用
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又称“大气十条”），确保专项资金管
理规范，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于2016年5月
组织部分专员办对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内蒙古、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9个
省（区、市）2013~ 2015年中央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

本次检查的9个省（区、市）共获得中
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39.4亿元，占比
94.25%。检查组实地检查项目涉及中央
专项资金80.72亿元，检查覆盖面为34%。
检查共涉及资金分配管理部门和单位121
个、使用专项资金的单位719个。安徽、天
津、山西、河南等省市问题较为突出。

其中，安徽省10个县（区）扩大开支范
围，2014~2015年在用于秸秆禁烧的专项
资金中列支人员经费及工作经费等2.19亿
元。同时，利辛县等8个县（区）将257.11
万元专项资金挪用于与秸秆禁烧无关的
办公楼维修、招待、新打机井、购买变压器
等其他事项。

同时，检查发现天津市环保局2015年
在中央专项资金中安排425万元用于黄标车
淘汰工作中产生的交通、邮电、办公等费用。

财政部将追回被挪用资金
《通报》指出，山西省太原市环境保护

局及下属分局为完成部门预算的项目支
出进度，采取“以拨代支”方式向相关项目
单位拨付2013~2015年中央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24679.03万元。

针对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财政部
称，将于近期采取措施推进工作，具体包
括：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追回被骗取、挤占、挪用、违反规定扩
大开支范围的补助资金，责令相关地区进
行整改。健全资金管理制度，督促地方进
一步细化管理要求，从制度上对资金的拨
付与使用、项目管理施行全流程控制。

此外，财政部强调，将加大监督检查
和违规惩戒力度，保障财政补贴资金使用
的安全有效。从严查处套取、骗取财政资
金的行为，并建议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加强对结转结余资金的管理和监
督，防止财政存量资金在基层财政和项目
单位沉淀。

（新华社）

“过劳死”人数居高不下
这样的第一我们不要

最近，苏州一个24岁的工程师，不
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却因为加班
频繁而猝死。就在这两天，厦门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也传来两位正值壮年的医
生猝死的噩耗。有资料显示，巨大的工
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
达60万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
一大国。 （央视）

燕赵都市报：
不容否认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

“过劳”时代，即不少职场人频繁加班，
身体健康因此被透支。《感觉身体被掏
空》之所以火爆，就在于表达了很多职
场人的心声。尽管“过劳死”被关注，但
仅仅是舆论在关注，实际作用很有限，
笔者以为，还需要有关方面采取行动。

譬如，医学领域应该对“过劳死”进
行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尽管相关案
例不少，很多次引起舆论热议，但“过劳
死”这个概念目前在医学上并不存在，
也没有相关认定标准，这必然影响预防
和救治，继而影响职场人权益。

有关专家指出，“60万人”实际上是
心脏性猝死人数，但猝死又不等于“过
劳死”。能否在医学上对“过劳死”进行
科学定义，并制定相关认定标准，值得
考虑。一者，“过劳死”现象已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医学研究不能忽视；二者，如
果在医学上明确定义和认定标准，有利
于科普、诊断、预防和救治；三者，在医
学认定的基础上，“过劳死”才可能进入
相关法律，更好保障职场人权益。

山东商报：
现在，对于“过劳死”的归因，更多

是针对工作环境，尤其是“加班文化”。
比如，职工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
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经常加班透
支身体等。当下，都市人群中总是少不
了“工作狂”，在鸡汤文中这被称为“奋
斗的青春”。加班，从一种非常态的从
业体验，变为一种日常模式，并被企业
作为不容违拗的“铁血政策”加以执行，
久而久之，竟然成了“加班文化”。不得
不说，加班文化的风行，并让一部分人

“融化为生命的一部分”，固然带来了企
业的成长、经济实体的壮大，但它所产
生的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这其中，最
主要的就是，这种文化让都市人群普遍
处于亚健康状态，这是一种发生某种疾
病的高危倾向。

从这个角度而言，“过劳死”只是加
班文化所造成危害的冰山一角，实际
上，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绝不是零星
出现的“过劳死”个例，而是以覆盖面存
在的整体亚健康状态。从而，其社会成
本会由庞大的家庭支出、个人心理承
压、社会医保费用等纷纷承担，说这些
并非危言耸听。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出炉
仅九省份上调

12月13日，人社部劳
动关系司公布了全国各地
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以及广东省深圳市，共32
个统计单位的月最低工资
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其
中上海、深圳、天津三个地
方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
上海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2190元。

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情
况，32个统计地区月最低工
资标准超过2000元的只有
上海和深圳两市，分别为
2190元和2030元。月最低
工资排行前5的地区为上海、
深圳、天津（1950元）、广东
（1895元）和北京（1890元）。

从公布的各地区最低工
资的执行时间看，今年仅有
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山
东、河北、辽宁、重庆、海南9
个地方上调了最低工资标
准。 （新京报）

记忆其实靠不住
你知道吗，你记忆中关

于自己童年的某个故事可能
从未发生过！别焦虑，这并
不意味着你脑子出了问题，
研究显示，如果被不停地“灌
输”有关自己的某个虚构故
事，近一半的人会认为这事
真的发生过！

英国沃里克大学心理学
博士金伯利·韦德和同事找
来400多名志愿者，给他们
讲有关他们自己的经历，比
如乘坐热气球之类的。当
然，这些经历都是研究人员
虚构的。但试验结果显示，
53%的人最终相信自己的确
有过这样的经历，其中30%
的人甚至能完整地“记住”整
件事情，有的人甚至还能添
油加醋地描述出来。另外，
种种迹象表明，还有23%的
人或多或少地“接纳”了这段
植入记忆。

人们为何不能准确地记
住事情？研究人员说，平时，
我们总在不断观察环境，大
脑中累积了无数细节，但大
部分这些信息随着时间流逝
而被淡忘，最后，我们只是有
选择性地记住一些事，但其
中一些细节并不准确。另
外，恐惧等强烈情绪还能够
改变记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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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即将接近尾声，
大乐透又传来好消息。12
月 12 日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6146 期全国开出 4 注头
奖。其中，1注为1500万元
（含562万余元追加奖金）追
加投注头奖，出自天津；3注
为 937 万余元基本投注头
奖，花落安徽、广东和河北。
开奖结束后，奖池滚存至
39.15亿元。

资深彩民教您投注技巧
追加投注是得大奖的好选择

一位彩民很想知道：买彩票，
如何才能中大奖？他说，买中一等
奖的难度有点高，有没有什么技巧
可以在中二等奖或三等奖的情况
下可以得更多奖金？

对此，一位资深彩民支招：在
购买体育彩票时用追加或者倍投
的方式，可以让奖金翻倍。

这位资深彩民拿体彩大乐透
第16146期举例：当期开出56注二

等奖，每注奖金为18.24万元。其
中，有7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10.94万元。追加后，每注二
等奖的总奖金就变为29.19万元。
如果彩民再用倍投的形式，奖金就
会翻倍，更多。

复式投注也是必备技能

复式投注则更为简单一些，大
乐透复式投注分前区复式和后区
复式，由于大乐透是“35 选 5”加

“12选2”所以前区复式更受彩民青
睐。前区选择5个以上号码与后区
2个号码组合投注，其中“6+2”是最
基本的前区复式投注方法，12元的
投入不至于过高，同时大大提升了
中奖金额和中奖概率。

合买“更划算”

此外在投注方式上，不少彩民
喜欢用合买的方式进行投注，即由
多人共同出资，在减少风险的前提
下增加购买彩票的金额，提高中大
奖的机率。

当然，有技术也要有心态。体
彩专业人士提醒彩民们，不管采用
何种投注方式，都是按照自己的经
济情况合理消费，不要盲目大额投
注以至于影响生活，才能体会到买
彩的乐趣。

超级大乐透第16147——16149期分析
□成都“风清扬”

荐彩

体彩排列3第16341期-16347期分析
□辽宁“精英”

上周预测回顾：上周提
示关注的定位胆码*/2/*，
在 16337 期开出，号码是
528；双定位复式5/2/*也在
本期同时测中开出；提示的
跨度=4在上周连续开出三
期，他们是16338期的401、
16339 期的 548 和 16340 期
的648。

本周推荐分析：
胆码方面：胆码=2 在

之前一度停顿 14 期，虽然
在上周的16337期开出，但
只是实现了冷态释放的第
一步，接下来的填补和走热
过程将可能集中在下周来
完成，从定位角度看，*/*/2
遗漏22期，是胆码2在三个
位置中遗漏最大的了，而

2/*/*的遗漏才只有18期，
双定位我们推荐 9/*/2 和
*/7/2两个。

跨度方面：跨 度 =7，
目前遗漏 29 期，是所有跨
度指标中遗漏最大的一个
指标，跨度 7 的特点是由
大小数字 07、18、29 构成
双胆组合，如果一味看好
前面的胆码 2 的话，29 组
合不错，建议采用胆拖形
式进行组选投注：即胆码
29 拖 码 0123456789，如 果
直选，请参考前面介绍过
的定位复式或者结合自己
的定位条件组合后- 1 -
进行操作。

上述分析纯属个人观
点，仅供参考。

上周推荐回顾：
前区：全大数（18-35）

在第 146 期开出 21+22+
25+29+34。

本周推荐：
前区
全合数 即：首先排除

01、02、03、05、07、11、13、
17、19、23、29、31共12个号
码，然后从剩下的 23 个号
码里面选择，这样前区的难
度会降低 90%！历史上总
共出现了148次，最近一次
出现在第 111 期 04+09+
22+26+27，至今已连续 35
期没有出现，距离它的历史
最长遗漏 36 期仅一步之
遥。守号复式投注，可重点
关注胆码：10、16、20、24、
32。

前 两 位 尾 数 2 路
（258）+1 路（147），历史上

总共出现了128次，最近一
次发生在第105期08+11+
***，至今已连续41期没有
出现，非常接近它的历史最
长遗漏。胆码定位推荐：
05+11、02+11、02+07。

最后两位尾数差7 历
史上总共出现了 74 次，最
近一次发生在第79期***+
20+27，至今已连续67期没
有出现，彩民可考虑守号投
注。胆码定位推荐：28+
31、27+30、22+29。此外，
别忘了前两位尾数差 0 的
守号机会。

后区
复式 01、02、03 + 03、

04、05、06，共11组，当前已
连续 14 期没有出现，历史
最长遗漏仅22期。缩小范
围，重点关注胆码 03 或 05
的组合。

12月8日早晨，超级大乐透第16144期
中出30余万元奖金的消息刷爆了温江体彩
微信群。中奖彩票显示：当期该店中了超级
大乐透3等奖102注，每注奖金1892元，并且
使用了追加投注，追加奖金每注1135元，合
计奖金308754元。

大奖得主是个老彩民，长期研究体彩超
级大乐透，喜欢采取追加倍投的方式进行投
注。据该网点负责人回忆，12月7日下午，大
爷在13043投注站拿出自备的“秘笈”研究一
番后，选出了“03 04 05 13 22+05 10”这一
组号码，准备打99倍追加。

“体彩大乐透正在进行‘单张票金额满18

元送3元追加机选票的活动’，您要不要试一
下？”网点负责人向他推荐，这位彩民想了想
后，决定将99倍追加改为每张票6倍追加，共
出票17张，共计102倍，并获得了17张机选
追加赠送票。

当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开奖结果
为“04 05 13 22 31+05 10”，这位彩民所选的
号码除了前区03未开出以外，其余号码与开
奖结果完全相符，抱回了308754元奖金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位彩民单注奖金
没有超过一万，大爷中的大奖不需要纳税，而
这已经是近期体彩成都西区网点第二次出现
追加倍投中大奖的情况。

温江老彩民追加投注斩获30余万

最近，眉山市一位体彩店的老板运气也
很好，他一刮就刮出了个十万大奖。

“我不仅卖体育彩票，也喜欢买体育体彩
玩。”这位体彩店老板说，他最爱的是足彩。
他每天卖体育彩票的同时自己也买起耍。平
均下来，每天要花个10到20块钱买体育彩票
玩。

12月11日，他花了15元钱买了3张价值
5元的顶呱刮彩票刮起耍。没想到，刮到最后
一张彩票时中了10万元。对于这次顶呱刮
中奖，这位体彩店老板说，他见惯了其他彩民
中奖，自己能中奖也很开心。不过，他也说
了，“好运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平常心面
对就好。”

眉山体彩店老板刮顶呱刮中了十万

制图 司婉靖

中奖故事

体彩销售点 摄影 雷远东

大乐透奖池达39亿
中大奖的必备技巧：追加、倍投、复式和合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