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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smart天天送
看世界杯玩竞彩

球迷彩民们的福利来
了！巴西世界杯期间，只要你
投注竞彩赛事，就有机会赢
取奔驰smart汽车。每天 1
辆，连送15天！

巴西世界杯揭幕在即，
为了让球迷、彩友更好地享
用这道四年一度的足球大
餐，江苏体彩推出“看世界杯
玩竞彩 奔驰smart天天送”
活动。活动参与方式非常简
单，6月12日至6月26日，
凡年满18周岁，在江苏省内
体彩旗舰店（原竞彩标准
店），每购买1张单票金额满
50元的竞彩彩票，即可获得
1个抽奖机会。本次活动的奖

品堪称重量级，每日设一等
奖1名，奖品为奔驰 smart
汽车，二等奖 50名，奖品为
折叠变速自行车。每日中奖
名单将于抽奖次日在江苏体
彩网、扬子晚报等媒体公布，
兑奖时间为6月14日起至7
月21日17∶00（法定工作
日内），逾期视为放弃。其中，
一等奖中奖者须携彩票和身
份证至省体彩中心领奖。在
这里也要提醒，彩票原件是
兑付实物奖的必须凭证，大
家一定要妥善保管。 苏缇

世界杯卫冕冠亚军B组聚首
为了迎接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饕餮

盛宴，遍布全国的3万多家竞彩店已经
装扮一新。世界杯期间，竞彩网点将成
为球迷和彩民之家，用丰富多样的世
界杯资讯和活动迎接广大彩民的到
来，在25个比赛日，很多网点还将延长
营业时间，陪伴大家一起狂欢。在盛宴
上菜之前，不妨让我们一起从竞猜的
角度提前了解一下B组。

西班牙：状态下滑福祸相依

过去6年，西班牙绝对是世界足坛
的霸主。西班牙的球员特点和战术打
法，大家已经耳熟能详，除了星光熠
熠、技术超群外，强大的控制力和防守
能力更是球队的立足之本，他们在连
续3届大赛创下了10场淘汰赛0失球
的变态防守记录，小组赛几乎不可能
马失前蹄，打弱旅追让球胜，强强对话

追小比分、少进球，半全场玩法基本可
以忽略西班牙半场落后的选项。

荷兰：橙衣军团虽回全攻全守

“无冕之王”荷兰上届世界杯放弃
了以往恢弘华丽的全攻全守，采用实
用而简洁的战术思想时隔32年再度打
进世界杯决赛。中前场人才辈出的荷
兰向来都有强大的攻击力，攻势足球
让人赏心悦目，但逢大赛不稳定的帽
子似乎戴的更瓷实。从竞猜的角度看，
荷兰虽攻势犀利，但在世界大赛中很
少打出大比分，当然也几乎不会交白
卷，因此不妨认真考虑总进球1、2、3。

智利：南美作战可算地头蛇

智利队是典型的南美洲技术型
球队，球员脚下功夫细腻，整体配合
能力出色，主帅对布置攻击战术有一

定造诣，预选赛16轮进29球的攻击力
仅次于阿根廷。竞猜智利的比赛首选
总进球数，遇到澳大利亚必然以攻势
为主，有望出大球3、4；面对西班牙的
强大防线可能会哑火，但综合对手特
点，也不会惨败，总进球1、2；面对攻
强守弱的荷兰，态度会很谨慎，进球
也不会太多，推荐2、3。

澳大利亚：对手都是技术流

澳大利亚足球属于典型的英式
足球流派，从球员水准和技战术能力
上都远逊于其他三队，陪太子读书基
本已成定局，3战皆负0进球可能性很
大，考虑到他们会全力防守，拖到1球
或2球小负并非不可能，让球竞猜中
需酌情考虑让球平，比分玩法也值得
一试，0-1或0-2的小比分或许会有
不错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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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谋私，“边腐边升”直至退休
“发挥余热”，退休之后还在弄权

反腐

动向新

近期，一批涉嫌严重违纪或违法的退休官员相继被查

近期，广东省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等多名涉嫌
严重违纪或违法的退休官员相继被查，成为备受社会关
注的反腐新动向。“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以往受官场
“潜规则”的影响，不少官员在即将退休或退休后都
要抓紧时间“最后捞一把”，并且认为可以“一
退了之”不会出事。

但党的十八大以
来，从中央到地方连续
查处贪腐的退休官员，
折射出反腐斗争前所未
有的决心和力度。

5月29日，杭州市纪委宣布，已退休的杭州
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党委
书记王光荣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
查；5月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称，67
岁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3月28日，广东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63岁、已退休两年的
广东省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涉嫌严重违
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退休或退居二线的

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追责。
仅2013年，就有3名省部级退休或退居二

线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他们
是：64岁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
祥、59岁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63岁的湖
北省原政协副主席陈柏槐。“有权不用，过期作
废。59岁被一些官员视为退休或退居二线的分
水岭，在退休前抱着‘最后捞一把’的心理，大
肆贪污受贿，以为只要一退休就基本不会出
事，这一现象在政治领域被称为‘59岁现象’。”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介绍说。

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一件
件退休官员被查的案例表明，过了退休这道线
并不意味着“平安着陆”。随着反腐走向深水
区，退休也不等于进入“保险箱”，不能享有法
外豁免的特权。

记者采访发现，退休官员被
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职时以
权谋私，边腐边升直至退休；二是
退休后“发挥余热”，继续利用在
任时的人脉关系谋取利益。

公开资料显示，1947年10月
出生的田学仁2008年从吉林省常
务副省长的职位上退下，任吉林银
行党委书记、董事长。2012年7月，
因查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财，田学仁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3年11
月，田学仁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
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1995年至2011年，田学仁

“边腐边升”至副部级，腐败“潜伏”
16年竟未被发现。无独有偶，2012
年落马的退休官员福州市原副市长
杨爱金也“潜伏”了长达16年之久。

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
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
为，这表明过去反腐力度不够，有
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反腐机构不
能有效运作，因此“边腐边升”问
题比较严重，甚至对一些被举报

的官员也没有展开调查。
林喆认为，这类案件的集中

出现说明当前应该反思领导干部
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为什么这
些腐败分子在职时每年的考核都
能通过，财产申报也能通过，还能
‘带病提拔’？”

任建明认为，要解决这一问
题，需要系统性地完善制度。在林
喆看来，现阶段应当尽快落实领
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及抽查
制度、干部选拔倒查机制。

今年1月21日，中组部印发
《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
督的意见》，提出“严格把好人选
廉政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
“严厉查处违规用人行为，坚决整
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建立倒
查机制，强化干部选拔任用责任
追究”，凡出现“带病提拔”、突击
提拔、违规破格提拔等问题，都要
对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存在
隐情不报、违反程序等失职渎职
行为的，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
究责任人，一查到底、问责到人。

从各地查处的反腐案件中可
以看出，一些腐败官员在退休后，
仍然不忘捞钱，利用在任时积累
的人脉关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
2013年10月，检方指控，涉嫌

受贿421万元、犯受贿罪的广东东
莞原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高少鹏在
退休后继续利用自己在当地政法
界的影响力，为废品回收商贩提供
各种帮助，并收取大量好处费。

退休官员利用自己任职时积
攒的影响力，在退休后“发挥余
热”的事情屡见不鲜。更有不少官
员在退休后到企业任职。在职时
积累下来的人脉已成为官员退休
后牟利的重要资本。
专家分析认为，实际上企业愿

意花高价聘请退休官员，要么是希
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为企业“排忧
解难”，要么就是为了感激其在职

时的关照而进行的利益输送。
为了防止这一问题，中组部

2013年10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
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规定对辞去公
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
到企业兼职（任职）必须从严掌
握、从严把关、严格审批。辞去公
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
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
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
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
关的营利性活动。

林喆认为，防止领导干部退
休后继续腐败需要建立制度。除
了明列退休后的禁入领域外，还
应当建立离退休领导干部汇报检
查制度、离职去向追踪报告制度，
并且对其退休后的行为进行监督
检查，让规定行之有效、落到实
处。 据新华社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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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再
新提拔领导干部财产申报
省级试验陕西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
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提任
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
点，已在省级地区层次取得进展。
中国西部的陕西省最近出台规
定，要求新提拔领导干部对个人
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
“对不愿申报或不按时申报

的，不再作为提拔对象。”这份文
件强调。

知名的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
整个官员财产公开“时间上不可

能马上、空间上不可能全部”铺开
的情况下，陕西在全省范围从新
提拔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做起的尝
试，有破冰意义和积极作用。

他说，这份文件向有意升迁
的官员们发出了明确信号：要进
步，先申报。
陕西省委《关于对新提拔领导

干部实行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
申报备案的意见》，涵盖的申报对象
是“确定为省管正、副厅级领导干部
和县(市#

区)党政正职，以及省直机
关正处级领导干部的考察对象”。

退休后“发挥余热”
明令禁止更需落到实处

反腐斗争不留“死角”
“退休”并非“平安着陆”1 2

“边腐边升”潜伏至退休
“带病提拔”亟需反思

没有退路 新华社发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