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超过九成违法
房地产开发项目

新华社石家庄电 据河北省住建厅介绍，2011年
以来，河北省共开工房地产开发项目3386个，存在违
法问题的2079个，违法比例61.4%。其中，石家庄市、保
定市违法项目比例分别高达93.8%、84.9%，问题突出。
河北房地产开发项目违法问题主要包括：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违反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批少建多、批低建高，未取
得预售许可证、未按预售许可证批准的范围擅自进行
预售等。
目前，河北省正在开展全省房地产开发建设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工作，预计在6月底进行验收。对在专
项整治及今后日常监管工作中干预、插手房地产开发
项目的领导干部，有关部门将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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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彩民

新彩民幸运拍中25万元大奖
武进菱港路中福在线厅又迎爆机

3月15日，武进菱港路
中福在线销售厅传出喜讯：
一位新彩民幸运中得 25万
元最高累积奖。至此，该厅今
年已中得 4个累积大奖，给
广大彩民带来了极大了鼓舞
和信心。

据了解，当天中奖彩民
是坐在25号机前玩“连环夺
宝”游戏的。下午2点55分，
当游戏打到第三关时，屏幕
上出现了25颗红宝石，又一
个25万元大奖随之降临。周
围的彩民激动地欢呼道：“爆
机了，爆机了！”

工作人员赶快前去确
认。由于该彩民还不清楚中

福在线的游戏规则，工作人
员就为他重新在投注机上刷
了一遍卡，还原了中奖过程，
并跟他讲解清楚中奖内容和
领奖方式。中奖彩民这才反
应过来，激动万分。旁边的
彩民羡慕不已，直说：“第一
次玩就中大奖，运气真是好
得不的了啊。”中奖彩民又
玩了一会儿，才意犹未尽地
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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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终端是实体店延伸 体验式服务吸引彩民
自助彩票投注对彩民来说并不陌生，

它为彩民提供一种自身购买彩票的体验
式服务，其实现形式为自助彩票终端机。

追溯自助彩票终端机出现在中国彩
市的时间，中国社工协会彩票工作委员
会培训中心主任、首席彩票培训师，现任
中航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副总裁的张克永
先生介绍说，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电脑
票试点以后，“自助投注系统”的概念就
被人提及。2007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在天
津开设自助投注终端销售电脑福利彩票
的通知$财办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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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随后，中国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批复了天津福彩
中心的申请$中彩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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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目前，传统实体店已经成为我国销

售彩票的主体之一，是彩民平时接触最
多的彩票代销点。但随着彩市的发展，
越发新颖的代销模式逐渐出现，除与各
行业融合进行销售外，以某种游戏或某

种服务为卖点的主题店成为地市彩票
发行机构探索的模式之一。自助投注应
运而生，它提供了国家统一格式的标准
化纸质彩票，有效规避了彩票发行中无
票、票样不规范而产生的纠纷问题，符
合彩票发行的最基本要求。

自助彩票是传统实体店的延伸

张克永先生介绍说，实际上，自助
彩票终端机销售早已立足彩市多年。它
有固定的场所，能出票，有人管理。截至
目前，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等众
多省市均有彩票自助终端的身影。各省
的相关管理规定亦相继出台。通过自助
终端，彩民可以自助投注各类玩法，也
可以咨询销售人员，以获取自己想要的
知识。与其说是一种新颖的销售模式，
不如说它更像是传统实体店的延伸。

人性化服务吸引彩民

作为服务行业，自助彩票终端服务

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彩民的购彩体验，人
性化的服务始终都是其吸引彩民的主
要原因之一。
与现有终端机相比，自助机增加了

彩票游戏和非彩票游戏的免费体验功
能，从而注重了游戏设置的用户体验。
在渠道建设方面，通过跨界融合让自助
机走进商场、饭店、宾馆、机场、车站等，
整合、升级传统彩票投注站，实现人工
售票与彩民自助购票的双重功能。

随着电子银行的普及和用卡消费
习惯的快速增长，彩票自助投注巨大
的发展潜力和市场资源优势慢慢体现
出来，可以突破传统人工站点布点局
限，填补区域布局盲点，开发新彩民群
体的自助站点与实体店的相辅相成，
将为彩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巨大
推力。

据中彩网

彩市信息

最便宜机票8元
中联航推低成本服务

新华社北京电 随着航空服务日益大众化，我国首
家国有廉价航空公司———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18日
宣布，将于3月29日起全面实施低成本航空服务模式。

在18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中联航总裁张兰海表
示，新模式下，除机票产品本身包含或者旅客个人意愿
单独购买之外，联航普通机票将不包括免费餐食饮品、
免费托运行李、自主选座等服务。参照国内外低成本航
空的通用模式，对任何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也
不提供经济补偿，但高价位的机票产品将赠送航班延
误保险和航空意外险。
“低于行业平均标准的票价”是低成本航空的一大

特点。张兰海表示，将自3月29日起面向所有航线和
所有航班推出8元起，188元起、388元起以及588元
起的四款机票产品，年内将推出8万张吸引旅客。
我国的低成本航空市场起步较晚，具有巨大的发

展潜力。数据显示，按运力统计，低成本航空在全球市
场上平均占有率为30%，中国仅接近8%。

副省级降到副处级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免职

新华社南昌电 记者18日获悉，鉴于许爱民
严重违纪，政协江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免去其政协江西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其政协江西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委员资格。
今年2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

息，中共中央纪委对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严
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经查，许爱民身为党的
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
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女儿、女婿在公
务员录用和职务晋升方面谋取利益；滥用职权，造
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弄虚作假，骗取“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称号”荣誉，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许
爱民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
级非领导职务。

谢新松接受组织调查
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

新华社昆明电 据云南省纪委消息，昆明市委
常委、副市长谢新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组织调查。公开资料显示，谢新松，男，1971年
8月出生，汉族，江苏沭阳人。此前曾任宿迁市委
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昆明市委秘书长、办公室
主任，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

香港警方已拘捕69人
针对“反水货客”示威活动

新华社香港电 针对近期的所谓“反水货客”
示威活动，香港警方已拘捕69人，并将继续调查
事件并依法追责。
自今年2月份起，有团体多个周末在全港不同地

区发起所谓“反水货客”示威活动。部分示威者在街
头、商场及店铺内以粗言秽语甚至暴行辱骂及滋扰
其他人士，甚至向他们施袭，使幼童受惊，也有途人
受伤。有示威人士更搬动围栏，阻止巴士正常运作。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黎栋国18日在特
区立法会回答议员提问时表示，此等行为严重破
坏社会秩序，滥用表达意见的自由，超越法律容许
的底线。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示威人士不理性、
目无法纪及暴力的行为，都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黎栋国表示，在一连串事件中，截至3月15
日，警方共拘捕69人，他们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
不检、非法集会、在公众地方打架及藏有攻击性武
器等，同时有19名警务人员在事件中受伤。

走进英国小学课堂
“九九乘法表”

3月17日，在英国伦敦东北部埃塞克斯郡的
哈里斯小学，一名三年级$相当于国内二年级%的
小学生在白板上用竖式计算。
当日，来自中国上海徐汇区上海小学的数学

老师林磊和金向军为英国伦敦东北部埃塞克斯郡
的哈里斯小学的学生们上数学课，教授“九九乘法
表”在数学计算中的运用。英国教育部负责学校改
革事务的官员尼克·吉布以及约40名小学老师
旁听了课程。
“九九乘法表”起源于中国古代，早在春秋时

期就已经开始流行，是筹算中进行乘法、除法、开
方等运算中的基本计算规则，沿用到今日，已有两
千多年。小学初年级学生、一些学龄前儿童都会背
诵。

考生成绩等将保存3年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新华社北京电 教育部近日印发《2015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其中
明确，扫描后的答卷保存期为考试成绩发布后6个
月。答卷扫描图像、评卷信息$含评卷过程数据%、
考生成绩等保存期为考试成绩发布后3年。
对专职考试工作人员，规定强调，如有直系亲

属或者利害关系人参加当次全国统考的，应回避
接触考试的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答卷等涉密材
料；兼职人员如有直系亲属或者利害关系人参加
当次全国统考的，不得参加考试工作。
针对近些年来有地方因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

考试中断、延误等情况，规定明确，由于试卷印刷
有误、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全国
统考时间延误的，须由考区主任立即上报省级教
育考试机构批准延长考试结束时间，延长的考试
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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