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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89期：02120211

足
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8182期开奖结果：
329。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2018078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10 18 03 30
14 17，蓝色球号码：12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排 列 3 第
18182期开奖结果：400，直选：
191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
2204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
注，每注奖金173元。（106221277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82
期开奖结果：40011，一等奖：47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41111813.2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78
期开奖结果：3488014，一等奖0注；
二等奖4注，每注奖金64497元；三
等 奖 98 注 ，每 注 奖 金 1800 元 。
（6341609.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福彩

兑彩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乐山市夹江
县华头小学，28岁的老师闵时恺为孩
子们设计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毕
业相册，里面记录了这几年来他和孩
子们的点点滴滴，其中最特别的是
最后附着一份付款协议，10年后用
自食其力所得统一付清相册的余款
和利息，而这笔钱将以班级的名义
用于公益活动。

特殊的毕业纪念相册

7月3日，是华头小学2018届（六
年级）二班毕业离校的日子。这一
天，全班49名同学都领到了一份特
殊的毕业礼物——毕业纪念相册。

翻开相册的第一页，就是班主
任闵时恺《忍不住再唠叨》的16条，
包括“此生做一个善良的人”“永远
不要嫌弃我们的故乡，就像不能嫌
弃白发的母亲”“电脑、手机是工具，
而非玩具。玩物丧志之人终非王者，
嬉戏大于精业者何来荣耀”“假如你

喜欢一个人，切勿骚扰，记得彼此尊
重。倘若不喜欢了，切勿伤害”等。

厚厚的相册收录了200多张照
片，除了传统的集体照等，还有摆出

“华头”“六二”“LOVE”等造型的创
意毕业照，以及孩子们的日常学习
生活照。“这里记录了四年来我和孩
子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闵时恺

说，当天发放毕业相册时很多人忍
不住哭了。

值得一提的是，相册的最后一
页“付款协议”显示，这本相册的价
格为100元，采用分期付款，首付40
元，尾款60元由闵老师垫付，而学生
们每年需付6元及2元利息，10年后
（2018年6月）择日统一付清尾款和
利息共80元。

该“协议”中约定，此相册所有
款项，将在10年后以“华头小学2018
届2班”的名义一次性用于公益活
动。“协议”还特别要求，剩余款项必
须为相册拥有者本人自食其力所
得，上缴当天须附纸质说明款项之
具体来源。

希望学生学会责任和担当

关于这份特殊相册的由来，闵
时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是他和
当幼师的妻子新婚后商量做的第一
件有意义的事，“希望用这样的方

式，将我的课堂突破时空，从小学的
三尺讲台延伸至孩子们的漫漫人生
路上。”

据闵时恺介绍，他跟这一届学
生一起学习生活，共同成长，这本相
册记录了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也将为彼此留下更多的念想和希
望，而孩子们可以用十年的时间学
会长大。“相册收费是为了让孩子们
明白，并不是什么都免费，很多东西
都需要自己支付，是来之不易的，这
既是责任，也是担当。”闵时恺说，至
于做公益，这是有意义的事，帮助他
人能收获快乐。

“闵老师太用心了，我一定会好好
珍藏这本相册。”毕业离校已经好几
天，学生杨思琪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
静，“这本相册是一份师生情，更是一
份沉甸甸的承诺，我一定会好好读书，
10年后赴约把自己挣的钱交到闵老师
手上。”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图据受访者

上个月，在凉山州冕宁县麦地沟乡
软心沟村，举行了一场村民代表大会，村
党支部书记莫某主动在会上做了检讨，

“我也是一时糊涂，才将剩余的50亩退
耕还林面积登记在了妻子名下，我现在
知道错了，恳请大家原谅。”

今年4月，冕宁县审计局对全县的
强农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进行
专项审计调查。据冕宁县财政局审计局
局长朱国刚介绍，在对软心沟村进行审
计时，发现三名村干部一家领取了数十
亩的退耕还林补贴，随即，审计局将问
题线索移交给冕宁县纪委。

据冕宁县纪委调查，2017年，莫
某、解某、惹某分别多领取退耕还林补
贴2.5万元、2.25万元、1.5万元，用于个
人家庭开支。2016年，软心沟村新一轮
退耕还林面积达1600亩，经村“两委”
（即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研
究，将退耕还林的指标分配给四个
村民小组。在村民小组参与退耕还
林面积分配后，莫某、解某、惹某将
各组分配后剩余的125亩面积，分别
登记到各自妻子名下，各自分到50
亩、45亩、30亩。今年6月，莫某、惹某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解某被取

消预备党员资格，违纪所得收缴。
冕宁县青纳乡政府南安村的两名

村干部主动到纪委，说清了他们侵占
生态公益林补贴资金的问题。2011年，
南安村负责分配本村生态公益林的冯
某和张某，以看管山林为由，从全村
2589.9亩公益林中划出了427.9亩进行
私分：冯某名下多了257亩公益林，张
某名下多了170.9亩公益林。

据查，2011年至2016年，冯某从多
占的生态公益林中违规领取公益林生态
补贴20174.5元，张某违规领取13860元，
曾某（文书）违规领取4602元。6月12日，
三人将违规领取的公益林补贴资金全部
退交到青纳乡纪委。6月19日，鉴于三人
已主动纠错，主动说清问题，并上缴违纪
款，积极配合调查核实，具有从轻情节，
经冕宁县纪委研究决定，冯某、张某免于
党纪处分，由青纳乡党委、乡纪委对他们
进行书面诫勉，对曾某进行批评教育。

“‘清卡行动’震慑作用明显，一些
基层干部主动来纪委交代说清问题。”
冕宁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范洪春表
示，截至目前，冕宁县已有52名基层干
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说清问题，涉
及补贴资金近100万元。

实际上，这只是凉山州开展“清卡
行动”的一个缩影。今年2月，凉山州喜
德县纪委监委查处了一起套取惠农补
助资金案，该县民政局救灾救济股股
长程鹏菲、工作人员郑贵林利用职务
便利，一年内6次套取高寒山区农牧民
特困群众生活救助资金累计200余万
元。程鹏菲利用负责汇总发放花名册
的职务之便，与郑贵林合伙借用他人
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以一户多人的
形式将信息多次复制粘贴到24个乡镇
资料中。一年时间内，两人分6次虚报
611户4517人，套取资金208万元。随
后，程鹏菲、郑贵林被依纪依法给予处
理，并移送司法机关。

今年4月4日，雷波县溪洛米乡人
民政府乡长冯莹盈，主动到雷波县纪
委监委自首，承认自己私自取走了老
百姓存折上的扶贫款。经查，2012年，
时任一车乡副乡长的冯莹盈利用分管
一车乡民政、低保等工作之便，多次从
该乡67人67张雷波县农商银行存折中
挪用雷波县民政局下发的失依儿童补

助金共计人民币885315元，用于赌博
和偿还高利贷。4月9日，雷波县纪委监
委将冯莹盈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
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政策有了，补助到了，发放‘路
上’却出了问题。”案件背后暴露出的
是，强农惠农补贴“一卡通”的突出问
题。“惠农补贴项目多资金多、管理的
部门多、公开公示不到位，群众对享受
补贴是本“糊涂账”。”农户持卡少则2
至3张，多则10余张，很多农民对自己
有哪些补贴、补贴多少，根本搞不清
楚，“人在卡不在”“卡在人不在”“人不
在卡也不在但补贴在”的现象不少。

目前，凉山州仍有11个国贫县、
1118个贫困村、贫困人口49.1万，去年
全州扶贫投入175.5亿元，分散在1618
个村，监管难度大。一些部门监管责任
不落实，项目一批了事、资金一拨了
之，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扎实，补贴信
息采集有水分、动态更新不及时、监督
审核走过场，导致贫困群众补贴滞留
4.5亿元。

4月20日，凉山州全面启动
为期5个月的“清卡行动”，围绕

“清什么”“怎么清”，州、县、乡、
村四级联动，组织3万余人次，经
过40多天的走村入户、统计分
析，核清发放的各类补贴卡738
万张，其中社保卡351万张、惠民
卡387万张，涉及14个州直部门、
8家金融机构531个网点，2017年
各项财政补贴共61项、96亿元。

凉山州还督促财政部门牵
头梳理审核补贴项目、资金，相
关职能部门提供到户明细表，银
行清理统计办卡打卡发放情况，
乡村逐户核实、群众签字认可、
张榜公示。同时，建立凉山州州
委、州政府负总责，州纪委监委、
财政、审计等部门牵头，民政、农
牧等14个相关部门负主责，县、
乡、村抓落实，贯通上下、联动左
右的责任体系。

凉山州“清卡行动”中，被查
处并开除公职的第一人叫卢国

华。前不久，会东县纪委监委收
到当地农牧局的举报，和审计
机 关 移 送 的 问 题 线 索 ，反 映
2017年会东铁柳镇的耕地地力
补贴款发放存在异常，红花村
的 一 户 村 民 杨 某 名 下 拥 有
2012.4亩土地，共计领取补贴款
252193元。收到举报后，会东县
纪委监委立即成立调查组前往
核查。经查，铁柳镇财政所副所
长卢国华利用职务之便，按每
户10%的比例擅自调减全镇农
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
2008.25亩，并将调减出来的面
积全部划到了自己亲戚、铁柳
镇红花村农户杨某名下，杨某
本人实际补贴面积只有4.15亩。

随后，卢国华受到开除公职
处分，违法所得被收缴，并被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前，卢
国华贪占的耕地地力补贴款全
部被追回，并发放回了铁柳镇的
村民手中。

7月8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凉山
州纪委监委获悉，目前，凉山州清
理发现收集问题线索500余件，立
案查处各级违纪违法干部200余人
次，清退、追缴资金700余万元。同
时，县（市）发布公告，敦促违纪人
员主动交代说清，目前已有125人
次主动投案，涉案金额600余万元。

凉山州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
作为纪检监察机关就是要扛起监
督责任、强化精准监督，让一笔笔

“造血钱”真正惠及群众。
针对“一卡通”查出的问题，凉

山州将按照“一户一卡、卡随人走、
收支清楚、安全便捷”的目标，积极
探索可借鉴可复制的做法，抓源治
本强监管，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安全
足额落实到户到人。

“凉山的强农惠农补贴项目就
有61项，仅冕宁县就有48项，涉及
的部门有10多个。”在采访中，冕宁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建明建
议，在省、州、县三级专门设置一个
相应的监督管理办公室或是管理
局，由该机构监督管理强农惠农补
贴资金，并监督其他部门的审核，
再授权银行发放。

名为“一卡通”，实际上发放强
农惠农补贴资金的涉及多家银行。
目前，凉山州正在推进“一卡”发放
管理，坚决打破利益格局，在调研
论证的基础上，以县（市）为单位，
择优比选一家金融机构，逐步实现
所有到户惠民资金通过一张卡兑
现，督促金融机构加强网点建设、
提升服务质量。制定“一卡通”管理
办法，坚持由群众保管使用，严禁
私自保管代管、违规扣留扣压，严
禁资金滞留、代扣代缴。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由凉山州纪委提供）

半个月前，泸州市龙马潭区法院
发布公告，网上拍卖“老赖”手机靓号。
消息一出，引起广泛关注。昨日上午，
24小时的拍卖数次延时，成交价最终
敲定。经办法官陈晓枫介绍，此次竞拍
的29个电话号码，最终27个成交，总共
450人报名，成交额近50万元。158***
99999成交价133200元，187***11111
成交价61200元，这些价格，都比评估
价高出数倍。

对手机号码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在全省尚属首次。龙马潭区法院介绍，
成功拍得者须在7日内到账，然后可在
法院办理手机号码“过户”手续。

此次龙马潭区法院挂拍的电话号
码总共29个，最终成交27个。竞拍时间
为7月7日10时到7月8日10时，记者在
淘宝拍卖纪录上看到，多个号码在8日
10时后均有延时。

“竞拍非常激烈。”法官陈晓枫介
绍，其中一个尾号888的号码，延时8
次，最后成交时已经是11时左右。按照
竞拍规则，每次加价幅度为600元，每
次出价后的两分钟内，又有人跟价，将
自动延时5分钟，因此，在不断有人跟
价的情况下，竞拍截止时间不断延后。

除了450人报名竞价外，网上“围
观”者也很多，据法院统计数据，有2万
多人在网上“围观”了竞价过程，“夺
标”的号码158***99999，“围观”人数
将近1.5万人。

13.32万元拿下尾号99999号码的
沈先生觉得这个价格低于预期，他说
评估价3万是明显拿不到的。他头一天
就在关注拍卖进展，但并没有跟价，而
是在8日9时55分，离竞拍时间截止还
有5分钟的时候第一次出价，当时的价
格就已经是12万多了。沈先生在第二
次出价13.32万时，已经没有人再跟了。

沈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13.32
万元比自己预期的价格要低很多。他
跟朋友讨论的时候，觉得这个号码的
行情应该在15万到18万之间。

据记者了解，多个号码的评估价，
都比最终成交价低了好几倍。陈晓枫
说，尾号99999的号码，评估价是3万，
成交价涨了数倍；尾号11111的号码，
评估价2万，卖了6万多；尾号9999的号
码，评估价5000多，卖了5万多……有
的三连号，也卖了不错的价格。

这些手机“靓号”，除了在网上争
抢激烈外，很多号码的原主人也纷纷
不舍。法院此前公告50个号码参加竞
拍，为何最终只挂出了29个号码？记者
从龙马潭法院了解到，在公告发出后，
到正式竞拍前的半个月里，有很多电
话号码持有人主动联系法院，有的履
行了全部还款义务，有的与债权人达
成协议，偿还部分债务并得到谅解，最
终案子得以撤销。

据龙马潭法院介绍，此次全院清
理了400多个电话号码，公告选了50个
号码，目的是先看看效果。据了解，对
手机号码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在全省
尚属首次。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英占介绍，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民法总则》第127条明确提出“法律对
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这一规定可佐证
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网络虚拟财
产被界定为一种“能为人所支配的具
有价值的权利”“是财产在网络虚拟
空间的表现形式”。手机号码、车牌
号、网络域名、游戏账号等，应属于法
院可执行的“其他财产权”范围。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十年之约十年之约 小学毕业纪念册分期付款
十年后自食其力还

农民手中有“一卡通”，政府将补助给农民的各
项补贴，都直接发放到农民在开立的存折（银行卡）
中，发放更加高效准确。

村组采集——村组公示——乡镇初审——县
级主管部门和财政等部门审核——拨付补贴资金
到代发银行——银行打卡到户……这是当前“一卡
通”发放强农惠农补贴的主要环节，但是在实际操
作的过程中，各环节依然可能出现问题。

加大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
题专项治理力度，一场清卡行动正在四川全省范围
内展开。

村支书现场检讨：一时糊涂
凉山州全面开展惠农补贴“清卡行动”，查处违纪违法干部200余人次

7月8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凉山州纪委监委获悉，今年以来，凉
山州结合省纪委“3+X”专项治理部署，创新开展强农惠农财政补
贴资金“一卡通”清理（简称“清卡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
全州清理发现收集问题线索500余件，立案查处各级违纪违法干部
200余人次，清退、追缴资金700余万元。

救灾股长与人合伙
套取特困群众生活救助金200余万元

村支书将50亩退耕还林面积
记在妻子名下

“清卡行动”
核清发放的各类补贴卡738万张

清退、追缴
资金700余万
正在推进
“一卡”发放管理

法院网上拍法院网上拍卖卖2929个个
““老赖老赖””手机靓号手机靓号

“99999”
卖了13万余元

将50亩退耕还林面积记到妻子名下
冕宁县麦地沟乡软心沟村宣传“清卡行动”标语

冕宁县青纳乡南安村群众查看“清卡行动”通告

冕宁县纪检干部到农户家中核查“一卡通”补贴情况

德昌县锦川镇村民在核对《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登记册》

孩子们在翻阅毕业相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