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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

福彩3D改规则 单选奖金1040元可猜大小奇偶
笔者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

心获悉，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规则将
自第 2014230期（2014年 8月 25日开奖
结束后开始销售，8 月 26 日晚开奖）起
进行调整，此次调整是经过财政部《关
于同意中国福利彩票 3D游戏规则变更
上市销售实施方案的通知》（财办综
[2014]61号）批准的。其目的是为了进
一步完善 3D游戏规则，提升 3D游戏的
品牌形象，增加 3D游戏的科学性、趣味
性，更好地回馈多年来彩民对 3D 游戏
的厚爱。

游戏规则调整后，作为中国福利彩
票品牌游戏之一的 3D 游戏将更具魅
力，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彩民面前。首
先，3D 游戏的返奖率由原来的 50%提

升至 53%（52%当期奖金，1%为调节基
金），调整规则后 3D游戏每期按照彩票
销售额的 53%、13%、34%分别计提彩票
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更高
的返奖比例直接提高了3D游戏的奖金成
色，调整后单选奖金由 1000元/注，提高
到1040元/注；组选三奖金由320元/注，提
高到 346元/注；组选六奖金由 160元/注，
提高到 173 元/注。广大彩民将成为本
次调整的直接受益者，同样的投注金额
将享受到更多的回馈。其次，3D 游戏
在现有投注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猜
大小”、“猜 1D”、“猜 2D”、“猜三同”、“拖
拉机”、“猜奇偶”等多种新的投注方式，
丰富的投注方式将进一步拓展 3D游戏
的可玩性，满足不同彩民的游戏需求。

今年 10 月，3D 游戏将迎来上市十
周年，相信本次规则调整将进一步焕发
3D 游戏的生命力，更好地回馈十年来
彩民的厚爱。

（中彩）

中福在线“连环夺宝”
2.8亿大派送火热进行时

中福在线自上市以来深得
彩民朋友的喜爱，为回馈彩民、
回报爱心，经财政部批准，中福
在线“连环夺宝”游戏 2.8 亿元
派奖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火热开
启，连续派奖 40 天，每天派奖
700 万 元 。 派 奖 期 间 ，奖 金 翻
倍，一元钱投注就有机会赢得
最高 50 万元的奖金。这是中福
在线上市以来的首次大派送，
力度空前，彩民反响热烈。全
国各地大奖频出，河南各地市
大奖不断，日日有惊喜。焦作、
南阳等地幸运彩民均有大奖入
手，25 万元、50 万元不等的金额
让彩民朋友心动不已。（郑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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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 8 月 15 日电
厦门海关近日对 1313吨美国转基
因黄玉米做出了退运处理，15日，
这批货物在厦门海润码头顺利装
船，并于当日凌晨退运出境。

据厦门海关驻海沧办事处通
关科副科长孙蓉蓉介绍，2013 年
12 月，某公司向厦门海关申报进
口 1467.4吨饲料用的美国黄玉米，
检测部门从中检出未经我国批准
的转基因成分 MIR162，依据相关

规定，必须对该批货物做退运或销
毁处理。不久，这批货物一部分被
就地销毁，另外 1313.3吨转基因玉
米于 15日凌晨被全部退运出境。

据介绍，含有 MIR162 转基因
成分的黄玉米 2010年开始在美国
商业化种植，迄今未取得中国农业
部进境销售和使用的许可。但因其
价格低廉，自 2013年起我国广东、
浙江、山东、福建等多个口岸相继查
获多起该种玉米违规进口情事。

据新华社巴格达8月 14日电
伊拉克现任总理马利基 14日晚宣
布放弃寻求连任，转而支持总统马
苏姆日前指派的候任总理海德尔·
阿巴迪。

马利基当晚发表电视讲话说，
为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他宣布放弃
角逐总理，并支持对阿巴迪的总理
提名。

马利基在讲话中继续指责马
苏姆指派阿巴迪出任新总理是“不
公平的”，但他同时称“自己不愿成
为流血冲突的诱因”。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前伊拉克
副总统胡达伊尔·胡扎伊和前总
理、什叶派党团联盟“全国联盟”领
导人易卜拉欣·贾法里曾与马利基
和阿巴迪举行会谈并展开调停，之
后马利基决定放弃寻求连任。

本月 11日，马苏姆指派“全国
联盟”提名的总理候选人、现任副
议长阿巴迪出任新总理并负责组
建新内阁。马利基当晚发表声明，
指责马苏姆的行为“非法”，称其所
在的“法治国家联盟”党团已向联
邦法院提起诉讼。

据新华社芝加哥8月 14日电
美国总统奥巴马 14日承诺将对密
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郊区发生的一
起黑人青年遭警察枪杀事件展开
公开、透明的调查，同时呼吁民众
保持冷静。

正在马萨诸塞州度假的奥巴
马当天发表讲话说，美国司法部和
联邦调查局已对事件展开独立调
查，“发生这类事件后，当地警察有
责任让调查程序公开、透明”。奥巴
马还说，警察没有理由过度使用武
力，也没有理由将抗议者关进监狱。

据目击者说，18 岁黑人青年
迈克尔·布朗 9日下午同一个朋友
在街上行走时，被一名警察连击数

枪死亡。布朗当时没有携带武器，
并且举起双手投降。但圣路易斯
县警方 10 日说，布朗与另外一人
攻击警察，其中一人在被推进汽车
时伸手去抢警察的枪，引发短时间
搏斗，之后布朗开始逃跑，警察向
布朗开枪。警方也确认布朗没有
犯罪记录，被枪击时没有携带武
器。布朗被枪杀在当地引发抗议
活动，并演变成骚乱，当地警察与
社区居民严重对立。

在美国，警察枪杀黑人青年的
事件时有发生。据《圣路易斯邮
报》报道，同白人驾驶者相比，弗格
森区警察更可能拦下、搜查并逮捕
黑人驾驶者。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国务
院法制办网站 15 日公布《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要求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
基础平台，各级登记机构信息纳入统一
基础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并要求
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不动产登记
信息保密。

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土资源部负责
指导、监督全国不动产登记工作，同时
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一个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不动产登记工作。

征求意见稿规定，登记机构应当设
置统一的登记簿，载明不动产自然状
况、权属状况等相关事项，并对登记簿
的介质形式、登记机构的保管保存义务
等进行明确。条例施行前依法颁发的
各类不动产权属证书和登记簿继续有
效。

征求意见稿规定，一是充分尊重申
请人的意愿，允许申请人在特定情形下
可以单方提出登记申请，在登记机构登
记前还可以自愿撤回登记申请。二是

要求登记机构公开申请登记所需材料
目录和示范文本等信息，为申请人提供
便利。三是严格受理期限，要求登记机
构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进行初步审查；申请人可以当场更正错
误的，当场受理；登记机构未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内容的，视为符合受
理条件。四是登记机构能够通过互通
共享取得的信息，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
提交。

为加强登记信息共享与保护，征求
意见稿专设一章作出规定，一是要求国
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牵头建立统一
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各级
登记机构的信息要纳入统一基础平台，
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二是国土资源、公
安、民政等有关部门要加强不动产登记
有关信息互通共享。三是明确权利人、
利害关系人、有关国家机关有权依法查
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四是对查询
获得的不动产登记信息、资料的使用进
行规范。此外，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动
产登记信息共享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
当对不动产登记信息保密。

我国退运一批美转基因玉米

伊拉克总理放弃寻求连任

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在美引发骚乱

奥巴马承诺展开公开调查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统一登记平台 保密登记信息

据新华社南京 8 月 15 日电
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
16 日在南京开幕，与热火朝天的
现场相比，用数字来解读即将开幕
的南京青奥会或许更加直观：

1——南京青奥会仅新建了
一座场馆群——青奥体育公园，这
里赛后将成为南京江北地区的全
民健身中心。

2——南京青奥会是第二届
青奥会，首届青奥会 2010 年在新
加坡举行。

4——武术、攀岩、轮滑、滑板
是南京青奥会四大表演项目。

12——南京青奥会将于 16日
开幕，28日闭幕，赛时共 12天。

15～18——南京青奥会的运
动员参赛年龄为 15～18周岁。

28——和奥运会一样，奥运
大家庭的全部 28个大项均是青奥
会正式比赛项目。

38——刘翔、孙雯、王励勤等
38名模范运动员将全程参与南京

青奥会的文化教育活动。
70／2—— 国 际 奥 委 会 对 每

个代表团的人数有严格限制，包括
东道主在内，参赛运动员人数个人
项目最多只能报名 70人。集体项
目只能报名 1支男队和 1支女队，
每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至少派出
2名运动员参赛。

120——中国代表团派出 120
多名运动员参加南京青奥会，系规
模最大的代表团。

204——国际奥委会 204个成
员都报名参加南京青奥会。

599——青奥村餐厅将为运
动员等入住人员提供各种风味的
食品，共计 599个菜品。

2100——南京青奥会将在不
同场合使用超过 2100首中外第三
方音乐作品。

3787——共有 3787名运动员
报名参加南京青奥会。

20000——2万名志愿者将在
青奥会期间提供各类服务。

南京青奥会今日开幕

数字化解读青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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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8月 15日这
一天，不容我们忘却，因
为正义与和平是它永恒
的底色。

这一天，日本天皇裕
仁底气虚弱的“玉音”正
午时分从广播里传出，

“终战诏书”宣告了日本
无条件投降。

这一天，“日本无条
件投降”的欢呼声响彻全
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
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69年后，又是“8·15”，
中国、美国、韩国、朝鲜等
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荼毒
的国家举行各种纪念活
动，悼念被日军杀害的死
难者，纪念正义得以伸
张，祈祷世界长久和平。

④② ③

①

图① 8月15日，南京各界人士代表和来自海内外各界爱好和平
的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和平集会，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

图② 8月15日，韩国首尔举行光复节69周年纪念活动。韩国总
统朴槿惠出席纪念活动，并要求日本领导人纠正错误的历史认识。

图③ 8 月 15 日，朝鲜民众纷纷前往位于平壤市中心的万寿台
广场，向金日成、金正日铜像敬献花篮、花束，纪念“解放日”。

图④ 8 月 14 日，一尊 6 英尺高的“胜利之吻”雕塑（左）在美国
纽约时报广场揭幕，一些参加过二战的美国老兵与当地市民共同
庆祝日本投降、二战胜利 69周年。 均为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5日电 日本 3 名阁
僚和 80 余名国会议员 15 日参拜了供奉有 14
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供奉了祭祀费。中国、韩国、朝鲜等亚
洲国家对此予以严厉谴责。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古
屋圭司、行政改革兼公务员改革担当大臣稻田
朋美、总务大臣新藤义孝先后参拜了靖国神
社。安倍晋三当天通过代理人以自民党总裁
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日本前首相
小泉纯一郎之子、自民党众议员小泉进次郎，
以及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超党派议员联盟约
80人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日本内阁
成员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美化侵略战争
的靖国神社，日本领导人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

费，再次反映出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
态度。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日本只有切实正
视和深刻反省过去那段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
彻底划清界限，中日关系才可能实现健康稳定
发展。

韩国总统朴槿惠说，日本部分政客不断做
出离间、伤害两国人民感情的事。韩国政府多
次敦促日本领导人纠正错误的历史认识，特别
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在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在
世时为她们采取必要的补偿措施。

朝鲜“日军性奴隶与被日军强征受害者问
题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讲话，批评日本否
定历史的做法，要求日本清算历史问题。只有
为清算历史履行法律、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
日本才能够在国际社会面前成为堂堂正正的

“正常国家”，构筑本地区更加牢固的国际关系。

今年 8月 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69
周年纪念日。安倍晋三当天在东京武道馆参
加“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他在讲话中只字未
提日本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巨大伤
害。日本共同社就此表示，安倍在去年的追悼
仪式上没有就日本战争的“加害责任”进行明
言和反省，招致中韩等国的反对，今年也是如
此。

日本维新会国会议员团代表松野赖久对
媒体表示：“我国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损害与痛
苦。对战争的反省与不战的誓言是我国和平
与繁荣的基础。”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说：“安倍晋三解禁
集体自卫权、废止‘武器出口三原则’、推行与
历届政权不同的反动政策，毫无疑问正在招致
邻国的不信。”

日本政客战败日里再“拜鬼”

亚洲多国予以严厉谴责

图为 7 月 28 日拍摄的杭州一新建商
品房住宅楼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