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9月6日

青海省销售总额：610288元 中奖总金额：2776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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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8104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2 03 06 19 25 29 01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312637426元 青海省本期投注额：1547990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1128194345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9月6日

中奖结果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青海省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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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5日是“国际慈善日”，联合国倡导
全世界人民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慈善事业。

31年来，中国福利彩票的购彩者们一直
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从事着温暖人心的事
业，将每一笔点滴善款汇聚成为福彩公益
金，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
资金支持，是名副其实的“慈善标杆”。

（一）扶老
当代社会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为

加快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福彩公益金在“扶老”领域的投入
一直是重中之重——在养老服务的每个环
节，几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与帮助。

2017 年，全国发行销售彩票 42666909
万元。其中，福利彩票机构发行销售彩票
21697680 万元，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
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
之间按 50比 50的比例分配，专项用于社会
公益事业。2017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623703 万元，用于养老公共服务 100000
万元。项目由民政部组织实施，主要用于支
持地方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2017 年度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补助
地方项目资金共计 256248 万元，用于老年
人福利类项目 131613 万元。主要用于新建
和改扩建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
人为主的城镇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城镇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施、
供养孤老优抚对象的光荣院、对伤病残退
役军人供养终身的优抚医院、城乡社区为
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等。通过项目实施，不
断提升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水平，持续增加
护理型养老机构和护理床位数，提高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构建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从养老机构的建设、运营，到不同养老
方式的发展和完善；从落实健全五保供养
机制、资助农村敬老院改扩建工程，再到丰
富老年人业余生活、为老年人提供节日补
助等保障资金等等，除此之外，福彩还尝试
多种形式推进养老服务的发展，用实际行
动践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承
诺。得益于福彩公益金的资助，越来越多的
老人能够安享美好晚年。

（二）助残
关心残疾人，重视残疾人事业，是社会

和谐友爱的重要标志。多年来，福彩持续开
展“助残”活动，投入大量的公益金，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高
了残疾人士的身体机能，让他们拥有更健
康的心理，充满自信地走向社会。

2017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623703
万元，支出安排在残疾人事业上 198800 万
元。项目由中国残联组织实施，主要用于残
疾人体育，盲人读物出版、盲人公共文化服
务，以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贫困智力精神
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助学、贫困重
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康复和
托养机构设备补贴、残疾人文化等方面支
出。2017 年度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补助
地方项目资金 256248 万元中，用于残疾人
福利类项目 49264万元。主要用于资助地方
开展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民政康复辅具机
构建设和设备配置、其他民政直属残疾人
服务机构等的建设，以及通过购买服务的
方式推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等。

福彩公益金从生活无障碍、沟通无障

碍、学习无障碍、工作无障碍、心理无障碍
等五大方向，致力为残疾人建设“无障碍
社会”。为孤残儿童实施手术康复的“明天
计划”，为肢体残障人员提供假肢、矫形器
等辅具技术和产品的“福康工程”，以及各
省知名的福彩公益金助残项目，帮助他们
提高独立生活的能力，让他们感受到了来
自社会的关怀和温暖，创造自己的美好生
活。

（三）救孤
孤残儿童由于先天或者后天的原因，

被迫失去亲情失去庇护，他们的成长需要
精神与物质的关爱。而福彩公益金就成为
了孤残儿童生活保障的重要资金来源。

2017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623703
万元中，用于儿童及未成年人的福利项目
占比同样可观。用于未成年人校外教育
920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校外活动保障
和能力提升、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营地建设
等；用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73012万元，
主要用于支持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以及

“十二五”时期已建成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开
展活动及更新设备；用于留守儿童快乐家
园 1500 万元，提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
务，改善留守儿童生存状况。2017 年度民
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256248 万 元 中 ，用 于 儿 童 福 利 类 项 目
49264 万元。包括：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建
设、残疾儿童和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养治教
康项目 36264万元。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
天计划”项目 13000万元。“明天计划”面向
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具有手术适应症
的残疾儿童和社会散居孤儿，用于资助他
们的手术治疗和康复。

国家实施“明天计划”“蓝天计划”“重
生行动”这些专项的孤残儿童救助项目为
弱势儿童送去暖暖的爱和有力的资助。通
过福彩公益金的有效资助，成千上万的孤
残儿童在同一片蓝天下沐浴爱的阳光，健
康地成长，快乐地生活。

（四）济困
扶贫济困历来是福彩公益金的重要任

务，福彩在经济扶贫、教育扶贫、弘扬公益
等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地发光发热。多年
来，福彩始终恪守“济困”职责，将“济困”
宗旨延伸到困难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确
保困难群众维持基本的生活，帮助他们摆
脱困难，帮助疾病患者渡过难关，让贫困儿
童上得起学，让他们重新燃起美好生活的
希望。

2017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623703
万元，在扶贫济困方面也作出了大量贡献：
用于医疗救助 180000 万元；用于扶贫事业
180000 万元；用于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
助 30000 万元。2017 年度民政部本级彩票
公益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256248 万元，用
于社会公益类项目，26107 万元，包括：社
会捐助体系建设和捐赠废旧纺织品综合利
用项目 5000万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建设项目 10554 万元；殡葬基础设施设备
建设更新改造项目 7387万元；社会工作和
志愿服务项目 3166万元。

国际慈善日，不是慈善的开始，也不是
慈善的结束，而是慈善的号召！

中国福利彩票号召大家日行一善，通
过福利彩票，让阳光洒满中华大地——爱
无止境。

（摘自 中国福彩网）

凝心聚力成大爱，福彩公益暖人心

“壕 7”新票刚上市，就掀起了一股抢购热
潮，许多彩民慕名而来，一睹“壕 7”新票豪气风
采！这种土豪式的亮相方式，更是在朋友圈引起
了一波刮票新风尚。更有“壕”气的彩民已经在
网络上晒出了自己的土豪购买方式。

壕奖“壕7”首个头奖诞生
9 月初，全国第一“壕”在江苏诞生，江苏彩

民喜中“壕 7”头奖 40 万元。随着“壕 7”的热卖，
“壕 7”头奖会越来越多，“壕风”已刮起，您准备
好了吗？

“壕”情盛宴，充满“7”待！
据了解，部分省市福彩中心为了给彩民更

多福利，还针对“壕 7”彩票开展了形式各样的营
销活动。彩民除了可以体验“壕 7”的“豪气”外，
还可以赢取更多“壕礼”。部分省市营销活动情
况如下：

辽宁：2018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26 日。活动
期间，凡在辽宁省内购买“壕 7”彩票，在彩
票原有玩法外，无论是否中奖都还有 1 次参与
抽奖的机会 （如中奖需兑奖后方可参加此活
动），有机会中得苹果手机、小米电视、小米
平衡车、小米智能蓝牙音箱、小米移动电源。
此外，辽宁福彩还将于 9 月 7 日晚在营口市万
达商场举行盛大的“壕 7”首发仪式，欢迎各
方朋友参与。

福建：2018 年 9 月 7 日-9 月 26 日。活动期
间，凡在福建省内购买“壕 7”，单张彩票刮中 10
元、70 元、700 元的彩民，可分别额外获赠 10 元、
70元、700 元的即开票。

湖北：2018 年 9 月 1 日-9 月 30 日。活动期
间，凡在湖北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壕 7”，
单张彩票中得 10 元的彩民，可额外获赠 20 元即
开票。

宁夏：2018 年 9 月 1 日-11 月 30 日。活动期
间，凡在宁夏省内购买“壕 7”新票，单张彩票中
得100 元的彩民，可额外获赠100 元即开票。

以上活动信息仅供参考，详细信息以当地
福彩机构发布的活动信息为准，后期将持续为
您奉上各地营销活动详情，敬请关注！

买“壕7”，更豪气
“壕 7”上市以来，全国刮起了一阵“壕 7”

风。“壕 7”彩票在各地十分热卖，很多站点销售
一空。跟随“壕 7”的四大特点“好听”“好看”

“好玩”“好中”，让大家感受了一波“豪气”的乐
趣和魅力。买“壕 7”，更豪气！

首“壕”诞生！全国人民真豪气！

四川彩票店四川彩票店：：认真刮票的人们认真刮票的人们。。
山东盛况山东盛况：：室内室外都要刮一刮室内室外都要刮一刮。。

来自吉林彩票店的来自吉林彩票店的““壕壕””气气。。““壕壕77””的第一张的第一张4040万元中奖票万元中奖票。。

安徽芜湖安徽芜湖：：这款这款““壕壕77””，，私家车表示学不来私家车表示学不来。。

热烈祝贺我省彩民喜中第2018104期双
色球二等奖1注，单注中奖金额143802元。

喜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