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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福送万家。刮
刮乐新票“中国龙”自上市以来
就以其票面精美、寓意吉祥的
特点受到广大彩友的热烈追
捧，“中国龙”也以丰硕的奖项
回馈着广大彩友。2019 年 12
月26日上午，位于城中区仓门
街市场 26 号的福彩 63010222
号彩站传来喜讯，我省一彩友
幸运摘得“中国龙”5元面值彩
票的桂冠，喜获头奖10万元。

下午，大奖得主史女士（化
姓）现身省福彩中心。通过采
访了解到，她平时也会购彩，花

个十几元买上几注，小玩
怡情。但中奖当天，她却
是因为坐车没有现金，到
附近的彩站去换零钱，看
到一旁桌上摆放的“中国
龙”刮刮乐，知道这款票
是福彩刚上市不久的一
款即开票，所以想尝试购
买一下，于是就买了两张
5元面值的票。谁想，竟
拔得头筹，中得该票的最
高奖金10万元。史女士
表示自己平时购买“双色
球”的频率更高，即开票

只会偶尔购买。在兑奖时，史
女士显得很激动，她打趣地说
道：“感觉今天的运气太好了，
本来是去换零钱的，没想到换
出 10 万元，非常开心。”兑奖
后，史女士表示自己会继续购
买彩票，支持福彩事业，期待再
次中得大奖。

新年伊始，为 2020 年积攒
福运，不妨走进彩站试刮几张，
放松身心，和“刮刮乐”一起迎
接新年。同时预祝广大彩民朋
友在新的一年里彩运亨通，心
想事成！

2019年12月31日晚，中国
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9151期开奖，我省三位彩民
凭借实力摘得“1 金 6 银”的好
成绩，给2019年“双色球”交上
了一份满意的年终“答卷”，而
这几注大奖全部出自我省西宁
城东区的三个站点，2019 年的
最后一晚，城东区的彩市迎来
了高光时刻。

当期一等奖单注奖金为
820 万多元，分别花落辽宁、吉
林、福建、湖南、广西、青海、深
圳2注。二等奖开出121注，单
注金额26万多元。当期双色球
红球号码为 02、06、09、18、24、
26，蓝球号码为 14。红球号码
大小比为 3:3，三区比为 3:1:2；
奇偶比为5:1。其中，红球开出
两枚重号 02、09；两枚隔码 24、
26；一组同尾号06、26。

据省福彩中心机房检索，一

等奖中出站点位于西宁市城东
区中庄铁路市场 35 号的福彩
63010187号投注站，中奖者凭借
一张“10+1”的复式票斩获1注头
奖和一连串固定奖；同时，位于
西宁市城东区湟中路康西菜市
场门口南侧的福彩63010164号
投注站中出5注二等奖，中奖彩
票是一张10元单式5倍倍投票；
还有1注二等奖中出于西宁市城
东区曹一路的福彩63010111号
投注站，该彩民则是凭借一张2
元单式票轻松摘得二等奖。恭
喜以上中奖彩民！

2019年已经和大家说再见
了，不管这一年你过得是好是
坏，时间都不会重来。相信，人
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
数！也相信，2020年，福彩双色
球会带给我们更多幸运，更多
惊喜！毕竟中五百万比挣五百
万要容易些！

发行福利彩票，筹集公益金，助
力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这是福利彩票发行的初衷，也是福彩
人的使命。

一年来，全国福彩各级各单位秉
持福利彩票“责任”“公益”理念，从公
益金项目设立、服务管理、彩票设计
等方面全方位用力，努力提高服务对
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019年7月，中国福利彩票获得世
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三级认证，这是对
福利彩票履行社会责任最好的褒奖。

这一年，瞄准困难、弱势等特殊
群体的需求更加紧密贴切，更加科学
高效。以“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项目为例，该项目此前民政部本级彩
票公益金累计投入13.3亿元，共帮助
12.5万名残疾孤儿进行了手术康复，
其中2.5万名康复儿童通过收养回归
了家庭。2019年，民政部根据实施情
况调整出台《“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
划”项目实施办法》，扩大受益孤儿范

围和资金资助范围，使更多孤儿更大
程度上得到康复治疗和手术矫正。

在扶老方面，民政部遴选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领
域工作成效明显的北京、上海、湖北、
吉林、广西和陕西等6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发布《关于对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福利彩票公益金激励名单进行
公示的通知》，以此激励各地福利彩
票公益金在老年人福利项目补助上
着重倾斜。

在济困方面，孩子们的笑声印证
着一年来福利彩票带给人们的感
动。“我们到家啦，感谢各位老师，让
我有了一次难忘的经历。”2019 年 8
月 9 日，参加完“福彩圆梦——小手
牵大手，北京欢迎你”活动回到广西
的蓝丹艳，向活动组织方报平安，声
音里还透着活动带来的兴奋。

这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
心和广西福彩中心共同组织的第二
批留守儿童夏令营活动。

这一年，福
利彩票助力民生
事业、关爱困难
群体的故事还有

很多：2019年11月10日，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主任冯亚平一行来到
民政部对口扶贫的江西省莲花县，代
表中心向该县捐赠100万元，用于修
缮龙潭水库；2019年12月13日，一场
福利彩票践行公益初心的新尝试受到
媒体关注——在征得即开型福利彩票
手工艺品设计者同意的前提下，中国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拍卖30件参赛
作品，筹得2.56万元资金，全部用于支
持民政部定点扶贫县脱贫攻坚工作。

为社会福利机构建设注入资金、
开展福彩助学活动、实施助残福康行
动……这一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和
福利彩票发行机构也相继实施着一
个又一个惠民工程。

以人民为中心，工作成绩由人民
来评判。在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大考
中，全国福彩人聚力决胜同步小康
——2019年，安徽省福彩中心培训部
部长李晓明继续扎根贫困村，奉献热
情和才智；河北、河南、重庆、贵州、陕
西等地福利彩票机构，或积极开展结
对帮扶、对口帮扶等工作，或实施扶
助项目，助力贫困地区甩掉穷帽子。

展望2020，福利彩票将以更加铿
锵的改革创新步伐，为筹集更多公益
金，惠及更多困难、弱势群体砥砺奋
进。 据《中国社会报》

回望2019中国福利彩票：

为困难群体点亮爱的灯火
2019，是奋发有为的一年；2019，是创新发展的一年。
这一年，承载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使命的福利彩票，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以更加“阳光”的姿态，让老年人活出精彩，帮残障人士
解忧，给孤弃儿童温暖的家，做困难群体追梦路上的灯火。

2019年初，全国福利彩票工作会
议暨警示教育会议指出：“彩票事业
是党和国家的事业，是国家的一项重
要工作。发行销售福利彩票是党中
央、国务院赋予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
职责。”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进一
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精神，总结福利彩票发行销

售和公益金使用管理工作，开展以案
释纪警示教育。

一年来，全国福彩各级各单位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积极对照此次会上提出的

“争先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以及
相关部门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争先研
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彩票发展

的规律，争先建立完善适应市场、科学
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争先掌握先进、
安全、自主的技术管理和运行系统，争
先打造专业、务实、廉洁、高效的人才
队伍”五个“争先”，进行自我革命，为
福利彩票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一年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以此次会议确立的“防风险、抓
创新、促改革、塑形象、强能力”年度
工作思路为指引，科学规划福利彩票
发行工作，积极探索福利彩票发行销
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加强福
利彩票市场监管，提升福利彩票公益
形象。

这一年，各级福利彩票发行部门
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
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扎实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
切实做到监督全覆盖、无死角、零容
忍;积极落实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下
发的关于高频快开游戏的调整通知
等，推进彩票市场稳妥有序发展;落实

“一岗双责”，严守党规党纪，加快构建
新型政商关系;推进发行销售数据监
控系统建设，实现全票种数据归集处
理……一项项扎实务实的工作，为福
利彩票事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根据民政部机构改革“三定”方
案，福利彩票管理由民政部规划财务
司与新设的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司分别负责拟订民政部门彩票公
益金使用管理办法、管理本级彩票公
益金，拟订福利彩票管理制度、监督
福利彩票的开奖和销毁、管理监督福
利彩票代销行为。同时要求，定期向
社会发布福利彩票发行销售情况公
告和社会责任报告，让公益金的筹集
和使用明明白白。

全国福彩各级各单位紧紧围绕
“积极探索福利彩票发行销售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科学规划发行
福利彩票，加强福利彩票市场监管，
重塑福利彩票公益形象，促进福利彩
票高质量发展”，将资金使用管理的

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纳入制度的笼
子，坚决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在制度
化规范化建设方面，以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的精神，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福利彩票公
益金使用效益;在加强队伍建设方
面，通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首届全国福利彩票系统青年演讲比
赛和全国福彩系统第三届创新竞赛
等，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高质量发
展理念，以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确保
了福利彩票发行销售总体平稳。

这一年，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
理中心公开2019年度预算、将福利彩
票的发行经费也置于“阳光”下为年度
工作亮点，各省份稳步推进社会责任
报告发布制度。截至2019年12月20

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已发
布2018年度福利彩票社会责任报告，
将2018年福彩公益金的筹集和使用情
况、福利彩票营销宣传、安全运行、购
彩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向社会公示。

彩票游戏开奖亦是彩民关注的
重点。就开奖环节是否公平、公正问
题，2019 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创新方式，在各省邀约“走近双
色球”参观开奖现场的基础上，接受
社会自行报名参观。

2019 年 11 月 5 日晚，第一批自
行报名参观开奖的社会公众代表来
到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大厅，见证双色
球 游 戏 第 2019127 期 、3D 游 戏 第
2019295 期开奖的全过程。来自各
行各业的10名代表，年龄最大的56
岁，最小的 20 岁。第一次来到福利
彩票开奖现场，他们了解了荧幕后的
开奖过程，见证了大奖的公正、可信。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以更高站位推进福彩行稳致远

阳光透明阳光透明——以更公开的姿态接受公众监督

公益情深—公益情深——以更坚定的初心守好社会责任

2019年彩市完美收官
我省彩民喜获1金6银

女彩民换零钱
换出“中国龙”10万元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