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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是对过去的告别；
新，是对未来的期许；
新，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岁月匆匆流逝，似乎年初许愿时的憧

憬还在眼前，转瞬就到了年尾，感恩2019年
承载了这么多。

2019 年，福彩圈发生了哪些大事件
呢，让我们一起细数盘点，共同见证中国
福利彩票的2019。

事件一：贯彻落实新政策
2019年1月15日，财政部、民政部、体

育总局发布《关于加强高频快开游戏派奖
促销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规定：自2019年1月16日起，暂停开展
任何形式的派奖活动、促销活动。

2019年1月28日，为严格控制彩票市
场风险，进一步彰显国家彩票公益性和社
会责任，促进彩票事业稳定健康发展，财
政部、民政部、体育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高
频快开彩票游戏和竞猜彩票游戏规则加
强彩票市场监管的通知》。

2019年6月27日，为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财政部制定了《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
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2019年10月2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
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
知》，旨在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快支
出进度。

事件二：获得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
票”三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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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
果折射出福彩人为建设和发展责任彩票
所做出的努力，这也是对福利彩票履行社
会责任努力最好的褒奖。

事件三：双色球彩市惊喜连连
2019年，福彩双色球给彩民带来连连

惊喜，不仅有亿元大奖的中出，也出现了
“天女散花”26 省份共享 153 注头奖的盛
事……“彩市航母”双色球不断为彩民创
造惊喜，带来好运。

2019 年 1 月 13 日晚，双色球游戏第
2019006期开奖，当期云南彩民喜中25注
头奖，奖金共计1.37亿余元。这是2019年
中国福利彩票中出的首个亿元大奖，也刷
新了云南福彩最高奖金纪录。

2019 年 8 月 18 日 晚 ，双 色 球 第
2019096期开奖，山西省彩民以一张100元
的单式倍投票中得 1.34 亿元大奖。这是
继2012年太原彩民中出2.2亿元以及2014
年太原彩民中出5.25亿元后，山西省中出
的第三个亿元以上大奖！

2019年5月7日，双色球第2019052期
开奖，当期全国中出153注一等奖，花落26
地，创下了双色球一等奖注数最高的纪录。

事件四：刮刮乐新票上市
2019年，中福彩中心不断优化品种结

构，创新性地开发了多款游戏，上市了多
款特色彩票，为购彩者提供了多样化、健
康、正能量的游戏体验。

1.“己亥猪”
还记得这款为庆祝己亥猪年而设计

的生肖纪念彩票——“己亥猪”吗？该票
面背景选用喜庆吉祥的红色，使用招财进
宝的小猪形象呼应主题，体现了我国历史
悠久的生肖文化。

2.“新芽”
2019 年，福彩不忘环保，趣味与环保

并重。中福彩中心推出一款集趣味与环
保于一体的即开票——“新芽”。此款刮
刮乐新票面值10元，最高奖金10万元，以
绿叶、树苗为元素，颜色清新，十足迎春。
更有趣的是，该游戏的票面还可以二次利
用，摇身一变就成为储物盒。

3.“中国龙”
2019 年 9 月，中福彩中心发行“中国

龙”系列即开票。该票主题大气、票面精
美、玩法简单，采用主流的匹配数字玩法，
共分为5元、10元、20元三种面值，最高奖
级分别为10万元、40万元和100万元，非
常具有吸引力。

事件五：“福彩欢迎您”以更公开的姿
态接受公众监督

彩票游戏开奖是彩民关注的重点。自
2005年起，中国福利彩票诚挚邀请社会各
界代表走进双色球开奖现场，通过现场的
问题解答、媒体采访、观摩摇奖等一系列面
对面的交流活动，使参观者不仅看到了开
奖的全过程，还了解了福彩知识，直观地体
会到福彩的“公平、公开、公正”。

据统计，2019年“福彩欢迎您——走近
双色球”活动共在70期双色球开奖中接待
了来自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135个
代表团、共计5376人次来到北京，亲眼见证
并监督了双色球和3D游戏的开奖全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中福彩中心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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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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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国福利彩票还通过邀请社会
公众组成观摩团，走进刮刮乐生产车间、物
流仓库等彩票发行销售重要场所，共同见
证刮刮乐生产的公正性、科学性、严谨性和
规范性。据悉，2019年“福彩欢迎您——走
近刮刮乐”活动先后迎来了全国各个地区
的 81 批观摩团，观摩人数达 3800 多人。

（摘自 中国福彩网）

每逢辞旧迎新，“总结”似乎都是一个
绕不过去的话题，今天，青海福彩向您晒
晒咱2019年“成绩单”，梳理我省福利彩票
在这一年各方面发展的打“√”情况。

2019年，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在中福
彩中心和省民政厅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
下，在全省福彩战线员工的共同努力和彩民
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青海福彩继续致力公
益、服务民生、砥砺奋进。全年共销售福利
彩票13.99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4.25亿元，
其中：电脑票销售11.68亿元；即开票销售
0.68亿元;中福在线销售1.63亿元。彩民中
奖金额高达7.5亿元，返奖率高达53.72%，实
际上缴个人所得税976.24万元。全年青海
彩民共中得“双色球”一等奖5注、二等奖
103注，高等奖返奖5405.07万元；“七乐彩”
一等奖1注、二等奖6注，高等奖返奖50.45
万元；“刮刮乐”万元以上大奖40个，高等奖
累计奖金255万元；“3D”和“快3”超54%的
高返奖率为我省彩民回馈48806.26万元奖
金。此外，全省各“中福在线”销售厅相继

“爆机”，共中出“连环夺宝”全国累积大奖
170注，中奖额达9551.8万余元。

这一年，我们履行社会责任，追求有
质量的销量。以供给精准化、管理规范
化、技术现代化、人员专业化为目标，按照

“讲政治、稳市场、树品牌、抓技术、强基

础”的工作思路，严格执行游戏调整新政
新规，及时转变发展策略和方向，将保稳
定、保健康、保安全作为铺排全年工作的
主脉络，把握新时期福彩事业发展机遇，
优化组织管理模式，有效整合市场资源，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积极筹集福彩公益
金，推动我省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

这一年，我们坚持透明公开，时刻保
持“阳光”的姿态。定期向社会发布我省
福利彩票发行销售情况公告和社会责任
报告，最大限度地提高福利彩票公益金使
用效益。创新方式邀请彩民及群众代表
参加“走近双色球”和“走近刮刮乐”活动，
让大家了解荧幕后的开奖过程，见证大奖
的公正、可信。

这一年，我们牢守为民属性，让福利彩
票成为传播公益慈善文化的重要平台。除
履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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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外，我们积极开展有公益有公信，有爱也
有情怀的公益实践，全年通过《福彩天天公
益》爱心心愿栏目为我省156位
（户）贫困个人（家庭）解决燃眉之
急；组织成立福彩爱心志愿团
队，通过关爱留守儿童、孤寡老
人、特困群众等特殊群体，将福

彩公益做到公众身边，让公益福彩更加贴近
百姓。

这一年，我们秉承创新理念，赋予福
彩发展更多内涵。一直以来，青海福彩不
断探索、寻求变革，将创新融入工作实践，
开通并完善“青海福彩”APP，优化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让管理服务与营销活动更好
地延伸至基层站点和彩民，开启“互联
网+”与彩票行业互联互通；调整福利彩票
票面，新增公益金数额，让彩民清晰知晓
自己所贡献的福彩公益金，加深公众对福
彩公益性的了解；加强福彩人才队伍建
设，以“线上线下”和“走出去”的培训方
式，筑牢福彩发展根基。

目前，青海福彩拥有800多家销售网
点，承载着上千人的创业、就业和再就业的
梦想。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凝心聚力，高
举“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社会福利大
旗，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开拓进
取，将福彩公益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领域，为
我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开创
青海福彩事业发展新格局。

过节、兑奖、弃奖，三个互不相干的词，因为春
节假期容易扯上关系，虽说这过节是件高兴的事，
不过彩民朋友们高兴归高兴，可别忘了兑奖。早
在以往就曾经多次出现过弃奖的情况，到了春节
假期休市再加上过节比较忙，彩票容易丢失。根
据相关规定，弃奖奖金将全部纳入福彩公益金，用
于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省福彩
中心也再次提醒广大彩民，购买彩票后一定要妥
善保管，及时核对所购彩票的开奖信息，确认中奖
后，要在规定时间内兑取奖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春节前后人口流动较大，回乡探亲、工作流
动等因素打乱了彩民正常的购彩频率，使得部分
彩民疏忽查看中奖号码，没有及时兑奖。春节前
家家户户都有大扫除的习惯，在清扫过程中，在
家中随意摆放的彩票容易被家人清扫出去，从而
丢失彩票，错过最后兑奖期限。彩票纸属于热敏
纸，遇水或遇热均会导致票面字迹褪色。根据

《彩票管理条例》，中奖彩票的兑奖期为60天，如
遇节假日等，将顺延至节后第一天兑奖。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类节日前后容易发生
的弃奖事件呢？专家为广大彩民支了几招。

首先，查完中奖号码再出行。春节期间彩票
休市，彩站将无法为彩民查询中奖号码，彩民不
妨等查看完最后一期的彩票中奖号码，再轻松出
行。或者通过智能手机在网上查询开奖号码，节
后及时到彩站兑奖。其次，保管好彩票。对没有
查看中奖号码的彩票事先放在柜子或抽屉里，与
没有中奖的“废票”分开保管，以防清理彩票时，
不慎将中奖彩票丢弃。最后，要养成及时查看中
奖号码的习惯。生活中部分彩民随意购彩，为换
零钱随意选上一注，心情好时随手买上一注等，
这些“马大哈”彩民甚至连中奖号码都懒得查询。

根据以往的一些中奖案例，奖金高达几百万
元的弃奖多为随机选号中出的弃奖，令人感叹这
些人运气太好之余，不免扼腕叹息。比较恰当的
做法是，彩民在生活中要养成规律购彩的习惯，
如每周购买一次的话，一定要先将上次的彩票在
投注站核对号码之后，再买新一期的彩票，避免
与大奖失之交臂。

全省福彩投注站业主及彩民朋友：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20 年彩票市场休市安

排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2019年
第 95 号）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关于
2020 年福利彩票市场休市的通知》（中彩发字

〔2020〕6号）要求，现将2020 年春节期间青海省
福利彩票市场休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休市时间：春节10天，休市时间为2020
年1月22日0:00至1月31日24:00。

二、休市期间，全省福彩投注站业主加强站点
安全管理，防火防盗，确保机器设备和资金安全。

特此通知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月20日

青海福彩“成绩单”满满都是正能量
——青海福彩2019年销售13.99亿元，筹集公益金4.25亿元

回顾2019，福彩圈热点事件大盘点(一)

春节前后弃奖高发

彩民请管理好彩票

关于2020年春节

青海省福利彩票
市场休市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