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区（01-08）：近10期共开出15个号码，奇数开出7个，偶数开
出8个，区间大号10个，小号5个，近期有望出号01 03 04 05 06

二区（09-16）：近10期共开出15个号码，奇数开出5个，偶数开
出10个，区间大号7个，小号8个，近期有望出号11 12 13

中轴（17）：近10期开出0个，近期有望出号17

三区（18-25）：近10期共开出14个号码，奇数开出10个，偶数
开出4个，区间大号5个，小号9个，近期有望出号20 22 23 24 25

四区（26-33）：近10期共开出16个号码，奇数开出4个，偶数开
出12个，区间大号10个，小号6个，近期有望出号26 27 2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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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彩票综合

38万元福彩公益金资助敬
老院提升老人精神文化生活

随着生活水平地不断提高，老人们对晚年生
活的要求也不断提升，不仅要吃得饱穿得暖，还
要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淄博市沂源县的西里
敬老院就在如何保障老人们的“精神食粮”方面
遇到了难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淄博市福彩中
心经过研究，在春节前夕走进西里敬老院进行实
地帮扶。

沂源县西里敬老院位于淄博市最南端，淄博
福彩工作人员驱车近三个小时，终于在中午十一
点多到达了敬老院。恰好到了老人们的午饭时
间，热乎乎的两菜一汤端上来，老人们就着米饭
吃得非常香甜。饭菜看上去虽然简单，但荤素搭
配，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据了解，最早的西里敬老院由于条件设施简
陋，已不能满足养老需求。2015年，沂源县实行

“多镇一院”的运营模式，整合了三个乡镇敬老院
重建了西里敬老院，并于 2017 年正式投入使
用。重建后的西里敬老院占地5000平方米，建
筑面积1200平方，床位80张，各类配套设施相对
完善。由沂源县民政局统一管理，实施“公建民
营”的运营机制。目前，沂源县西里敬老院有30
多位老人入住，大多数是孤寡老人，平时很少与
外界接触，淄博市福彩中心一行人员的到来，让
老人们格外地激动和欣喜，纷纷倾诉着自己的心
里话。

“听说你们要来，俺们早就盼着呢！”“俺们敬
老院可好了，干净卫生，你看这饭菜也很好吃。”

“这里各方面条件都‘怪好地’（方言），俺们都满
意，就是平时有些闷得慌。”从老人们的只字片语
中，不难看出他们对现在生活的满足，但精神需
求方面却显得有些缺失。

“今后我们再也不用为这个问题发愁啦，淄
博市福彩中心给我们送来了38万元福彩公益
金，我们将把这笔资金专门用于提升老人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西里敬老院院长周文利介绍，随着
入住老人人数的增加，如何提高改善老人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成了敬老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
购进文化娱乐方面的设施设备，以及敬老院后续
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福彩中心的帮
扶可谓是雪中送炭啊！”

“尊老、爱老是中国的传统美德，福彩‘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则与之完美契合。”
淄博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西里敬老院已经
成为淄博市的福彩公益项目，今后福彩中心将持
续对其进行帮扶，同时还将助力沂源县进一步提
升养老体系建设，确保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鲁彩

南京彩民收获江苏2019年
首个七乐彩头奖167万多元

1月23日晚，七乐彩第2019010期开奖，全国
喜中4注一等奖，每注奖金160多万元，分落江
苏、上海、福建、山东四地。当期江苏省喜中的1
注一等奖出自南京市，幸运站点是南京雨花台区
长虹路上编号32011008的福彩站，中彩彩票是一
张复式票。这张彩票除了中得1注一等奖，还中
得三等奖28注、五等奖126注、七等奖140注，总
奖金金额167万多元。

“我2000年前后就开始买彩票，到现在近20
年了。”坐在江苏省福彩中心领奖室的老孙侃侃而
谈。一旁玩手机的妻子表示，购彩这么多年，从没
中过什么大奖，这次能中得七乐彩头奖特别惊喜。

现在，老孙最喜欢购买七乐彩和双色球。这
次七乐彩中得大奖，是老孙多年来首中百万元以
上的大奖，他非常开心。不过，买彩票有节制，这
是老孙的一贯信念。

老孙20多年前就下岗了，凭着自己的努力，
和几个朋友合伙创业，现如今也进展得有声有
色。老孙表示，彩票是他业余生活的“减压剂”。
每次买彩票，他都会全神贯注，打好的彩票会统
一放在上衣口袋里。

“中了奖，我也不会忘了企业责任、家庭责任、
社会责任！”老孙掷地有声地说出这句话。他表示，
这次中奖的钱除了投入事业，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回
馈社会、回馈亲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扬子

时光如风，岁月如歌。农历戊戌
狗年即将过去，中国福彩网以字为媒，
用七个关键词记录了福彩2018的大事
件，诚邀“彩友”共同见证福彩的发展。

●关键词一：新政策
2018年8月13日，经《财政部关于

变更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规则的
审批意见》（财综[2018]43号）批准，中
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对双色球游
戏规则进行调整，增加胆拖投注方式。

2018年8月16日，《关于修改<彩票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经财政部、
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审议通过，于
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2018年11月23日，根据《关于修改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财
政部 民政部 体育总局令第96号）有关
规定，财政部对《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
法》进行了修订，旨在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部署，加强彩票监督管
理责任追究。

●关键词二：新技术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用户消费习

惯的改变，2018年 6月 13日重庆福彩
应势推出刮刮乐“扫码兑奖”。只需关
注“重庆福彩”微信公众号，中奖金额
在1万元（含）以下，即可使用该公众号
的扫码功能扫描刮刮乐彩票上的保安
区条码，完成兑奖。刮刮乐兑奖进入
互联时代，给彩民带来了很大便利，奖
金扫一扫就到账，兑奖时间、地点的局
限性迎刃而解。

●关键词三：双色球10亿派奖
2018年恰逢双色球上市15周年，

为回馈广大彩民多年来对双色球的喜
爱和支持，2018年双色球派奖奖金增
至10亿元，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
一起派，复式或胆拖投注均可参与。
本次派奖不仅为双色球15周年庆典添
上了浓墨重彩一笔，更为彩民朋友们

带来了一场幸运盛宴。

●关键词四：双色球亿元大奖
2018年，双色球再展雄风，不断为

彩民朋友们献上大礼，全年共中出
1357注一等奖，其中亿元巨奖三！

2018 年 2 月 22 日晚，双色球第
2018020期开奖，北京一位幸运彩民独
揽20注头奖，总奖金达1.09亿元，成为
当时双色球彩市最耀眼的明星。

时隔2个多月，2018年5月15日晚
双色球第2018055期开奖，深圳彩民花
了60元钱，购买了一张1注30倍投自
选单式票，一举中得1.61亿元巨奖。

国庆期间，2018年10月4日，湖南
彩民以一张1注30倍投单式票，强势
拿下1.59亿元大奖，成为国庆期间最大
的“锦鲤”。

●关键词五：刮刮乐新票
要说2018年的刮刮乐新票，首当

其冲的应属生肖票——“戊戌狗”系列
票。该系列彩票共有3个面值、7款票
面，每款票面都描绘了不同形象的生
肖狗。最高奖100万元的奖金设置，在
2018新年伊始就为彩民送上了“大红
包”。

如果盘点2018年的大事件，世界
杯一定榜上有名。如此盛事，福彩自
然不能错过，刮刮乐也适时推出了一
款“重量级”新票——“冠军荣耀”。

2018年，中福彩中心还推出了一
款豪气的彩票——“壕7”。该款彩票
面值10元，最高奖金40万元。不论英
雄、不谈出身，买了“壕7”，就可以很

“豪气”！

●关键词六：福彩关爱
2018年，中国福利彩票播洒阳光、

传递正能量的脚步从未停歇，从救济
贫困儿童，到养老助残，足迹遍及社会
各个角落。

为了让广大留守儿童切实感受到
来自福彩的关爱以及社会的温暖，

2018年 8月，中福彩中心组织开展了
“亲爱的宝贝，我有话对你说”关爱留
守儿童主题活动。活动分为线上和线
下两个部分，线上活动慰藉孩子幼小
的心灵，线下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实实
在在的温暖。

作为公益慈善事业，中国福利彩
票始终将助学作为一项重要项目，长
期开展各类助学活动，帮助无数寒门
学子实现上学梦。2018年 11月21日，
中福彩中心精心策划了“福彩圆梦
——助学·筑梦·铸人”公益助学主题
活动。

为庆祝双色球发行十五周年，
2018年11月4日，由中福彩中心主办的

“益路同行·2018双色球携手红蓝小伙
伴健步走”活动暨双色球游戏上市销
售十五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陕西
省西安市举行。

福彩公益道路上，除了人们熟知
的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还有更多的
方式，其中就包括对环保的关注和普
及。2018年 12月 25日至 12月 29日，
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用更有趣的游戏
形式，关注环保，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2018年，各地福彩中心也举办了
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救助帮扶对象
惠及孤寡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困
难大学新生等多个需要帮助的群体。

●关键词七：福彩成绩单
2018 年 全 年 共 销 售 福 利 彩 票

2245.56亿元，同比增加75.79亿元，同
比增长3.5%；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不
含弃奖）约643.59亿元，同比增加22.19
亿元，同比增长3.6%。自发行至2018
年12月31日，福利彩票累计发行销售
20197.26亿元，筹集公益金6022.97亿
元。

2018 渐行渐远，2019 悄然已至。
回首三十多年时光荏苒，中国福利彩
票表示初心未改，矢志不渝。2019年，
中国福利彩票将踏着新时代的节拍，
扬帆再起航，再出发！ 中福

临近年关，在福彩站内，一只只可
爱的小猪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和幸运。
近日，生肖系列刮刮乐“己亥猪-金猪银
猪”带着10万元奖金给邹平彩民送来了
新年大礼！1月28日上午，中奖彩民到
滨州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

据了解，中奖彩民姓孙（化名），是
福彩的忠实彩民，每次新票上市，他都
会在第一时间“尝鲜”。最近，他迷上

了猪年生肖票，因为“简单好玩，还能
抽汽车”！

中奖当天，孙先生下班后便到家
附近的福彩站买了几张“己亥猪-金猪
银猪”，带回家和家人一起享受刮彩的
乐趣。当他刮开第二张彩票，发现“中
奖号码”区域有“猪”字样，心里一喜：
中奖了！他赶紧刮开与之对应的奖金
区域，“100，000”字样顿时映入眼帘。

熟悉中奖规则的孙先生不敢相信，怕
看花了眼，便将彩票递给家人核实，家
人接过彩票仔细查看后，兴奋地喊道：

“中了中了！真中了10万！”孙先生这
才相信自己是真中了大奖。

1月28日一大早，孙先生便到滨州
市福彩中心兑了奖。他表示以后会继
续购买福彩刮刮乐，希望好运和快乐
能一直陪伴着自己！ 滨彩

滨州幸运彩民收获“己亥猪-金猪银猪”10万元大奖

以字为媒，关键词盘点福彩“七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