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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销售总额：677458元 中奖总金额：2067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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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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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本期销售总额：338829860元 青海省本期投注额：1529114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123314338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2月26日

中奖结果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青海省中奖注数

19注

169注

2055注

86814注

1417042注

16104759注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503206元

70716元

3000元

200元

10 元

5 元

0注

0注

4注

389注

7060注

69997注

2019-02-27 星期三 青海福彩·资讯 A1996369 8457123责编:孙晓燕 主任:冶永刚 责校:小菊 热线: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据国家统
计局最新数据，截至 2018 年末，60 周岁及
以上人口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9%，
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6658 万人，占总
人口的 11.9%。面对这种现状，我国已将应
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一项长期战略任
务，提到了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
祉的战略高度。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中国福利
彩票的发行宗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造福于民”是中国福利彩票的社会承诺。为
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中国福利
彩票筹集公益金重点资助养老事业，助力
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充分发挥兜底保障功
能，并开展各种公益扶老活动，为困境老人
撑起一方晴空。

老无忧——重点支持老年人福利类项
目建设

据《民政部 2017 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
情况公告》显示，经财政部核准，民政部
2017 年彩票公益金预算额度为 265200 万
元，专项用于民政社会福利及相关公益事
业。民政部遵循“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的福彩公益金使用宗旨和彩票公益金使用
有关规定，重点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项目。其中，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256248
万元中的 51.3%，也就是 131613 万元用于
老年人福利类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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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地方留存的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使用情况方面，养老项目也是重点资助对
象。以江西省为例，据《江西省 2018年福利

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可知，2018 年，
经江西省财政厅批准的江西省省级福利彩
票公益金使用计划为 22000 万元，实际执
行 21981.55万元，余额结转下年度使用。其
中，公办养老院建设补助项目 9000 万元、
民办养老院建设补助项目 1481.55万元，共
计 10481.55 万元，占总执行比重的 47.6%。
公办养老院建设补助项目，发挥公办养老
院的托底保障作用，满足城乡特困人员、低
收入老年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等服务对象的集中养老服务需求，资助
市、县（市、区）农村敬老院、光荣院、福利
院（中心）等公办养老服务项目 158 个。而
民办养老院建设补助项目，为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发挥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在
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满足
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资助
非营利性民办养老院 44家。

再如重庆，2017 年重庆安排使用的本
级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超过 2.5
亿元，其中用于扶老方面 1.25亿元，资助城
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建设 5050万元。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以“家门口养老”的概
念，深受老年群体青睐。根据《重庆市社区
养老服务“千百工程”实施方案》安排，2018
年至 2020年，重庆市计划新建 1000个社区
养老服务站，将重点打造 100 个市级示范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

“千百工程”已建成 182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和 12个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其中
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试运营的大渡口古渡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总面积 6000多平方米、
200 多个床位。作为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这里设有服务接待区、生活照料
区、托养管理区、文化教育区、人文关怀
区、休闲娱乐区、运营管理区以及职业培训
区等功能室，既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全
面的托养服务，又能提供文化娱乐、学习教
育、聊天、心里咨询等服务。该项目还可发
挥辐射功能，为周边老年人提供送餐、家
政、应急、便民、医疗等居家上门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试运营当日就有 7 位
老人入住，陆续前来办理日间照料、全托入
住手续的有近百人。

正是得益于福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逐渐完善，惠泽越来越
多的困境老人。

老有乐——各种扶老公益活动花式送
温暖

庄子云，挟泰山以超北海，此不能也，
非不为也；为老人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
也。关爱老人，不仅是关爱我们的父辈亲
人，还是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老人。多年
来，中国福利彩票在扶老领域，不仅筹集公
益金重点资助养老事业，而且开展了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这些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活动，有的为老人解决养老难题，
有的为老人改善生活困境，还有的可能仅
仅是陪老人聊天、为老人剪头发、陪老人下
棋、为老人义务检查身体等一些温馨“小
事”，但这些有爱有暖的活动，像春天的细
雨、冬日的暖阳，滋润着、温暖着老人
的心灵。

“开饭咯，快尝尝刚出锅的饺子
香不香！”初冬的中午，山东省滨州市
康家堡村孝善食堂内一片热闹的景
象：七八名志愿者在厨房和食堂大厅
内忙着擀皮调馅儿，50多位老人聚在
一张张方桌前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
当下，随着农村年轻人很多都进城务
工，老人在家行动不便，吃饭问题日渐
突出。为解决留守老人的吃饭难题，康
家堡村两委在滨州市民政局和滨州市
福彩中心的帮扶下，倡导孝善文化，创
办了村党员干部带头义务参与、老年志
愿者参与服务的互助型养老模式，建立
起孝善食堂。食堂对村里 70岁以上的
老年人按照每日每餐1.5元标准收取费
用，对80岁以上老人实行就餐免费，同
时将五保人员纳入服务范围，为留守老
人解决了切实困难，极大提升了老人的
幸福感。

2018年 12月 14日，杭州市福彩中

心联合 FM89《杭州之声》开展了“照亮回家
路”主题助老活动，活动覆盖杭州市各区的
街道和社区。活动前期，主办方通过《杭州之
声》官微征集到了杭州市各区街道社区的孤
寡老人，按照各街道上报的真实孤寡老人人
数进行多功能拐杖的公益发放。多功能拐杖
有手电筒，还能根据高度调节，能极大地为
老人日常行走带来便利。在朝晖街道二社区
居住的李文英老人，孤身一人住在只有楼梯
的四楼，看到社区工作者来到家中送拐杖
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一直在不停地说：

“谢谢你们，真的很谢谢你们。”
此次照亮回家路活动，在杭州所有城

区发放了数百把拐杖，发挥了让温暖不迟
到，让孤寡老人不再孤单、有所依托的作
用。

人生就如四季，转瞬从春到冬。但有
爱，即使身处寒冬，也能感受春的温暖。愿
我们与福彩携手，共同关爱困境老人，为他
们撑起一方晴空。 （摘自 中国福彩网）

中国福彩 为困境老人撑起一方晴空

彩票站主和销售员是彩票事业的排
头兵，是国家公益彩票事业的名片，他们
的岗位虽然看似平凡，但要想从众多同
行中脱颖而出，则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
妙招，很多彩票站主都在日积月累的经
营中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特色经营
之路，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答疑解惑型 彩票问题全知道
安徽池州市石台县 34162014 投注站

站主童学，一直坚持用“心”经营。虽然她
的站点面积不大，附近无商场，也不是人
流密集公共场所，但是人气却日渐攀升，
销售也渐渐红火。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她周到的服务和技术。

经营投注站，童学坚持以诚待人，与
顾客交朋友。一是保证营业时间，每天坚
持早 8时至晚 22时，让顾客随到随买；二
是及时通过手机QQ群、微信群发布开奖
结果，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开奖中奖信
息。最重要的是热情待客、遵守职业道
德。只要是来到投注站的顾客，不管买与
不买，买多买少，都是百问不厌，耐心解
答。同时，童学认真学习和钻研业务，对
市场情况、奖项设置、资金分配、各种玩
法、各种选号方法都熟记于心，能将各种
复杂的问题、难懂的术语用简单易懂的
语言为顾客讲解出来，一来二去，童学

“懂彩票”的名声越来越响。
最有情趣型 花园式投注站如一股清流

周旭霞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海湖
路文亭街北侧经营着福彩 63019316号投
注站，这是一个环境宜人的花园式投注

站。
原来，周旭霞的投注站是开在自己

家中，投注站和自家后花园相连，花园里
设置了门廊，一到夏天花园里百花开放，
门廊上的爬山虎搭成了凉亭，这个时候
周旭霞就会把”快 3“游戏的开奖显示屏
挂到屋外，彩友们坐在凉亭中，喝着她专
门准备的茶水，一边选号一边纳凉好不
惬意。除了茶水、桌椅、电脑等常规配备，
周旭霞还准备了各种型号的手机充电
器，并在门口安装了充电插座以备大家
不时之需。

周旭霞每天 8时准时开门营业，打扫
卫生、上网查询各种彩票信息、更新公告
栏、烧水沏茶等，许多老顾客都因为她的
热情服务愿意到她的站点聊彩票、买彩
票，这一小小的花园彩站成了大家聚会
聊彩的“彩票沙龙”。在十余年的投注站
经营中，周旭霞用自己的真诚与许多顾
客结下深厚的友谊，大家口口相传，来她
投注站购彩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勤快整洁型 不厌其烦清扫打动顾客

山东东营市 37050102 号站点以干净
整洁著称，这都是站主张女士常年累月
坚持下来的结果。张女士认为，站点环境
关键在于一个“勤”字。

以前，张女士也经常因彩友随意丢
弃废票导致站内环境差而头疼不已。“刚
开始经营投注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后来我就不厌其烦地打扫，时间久了，周
围买彩票的人都知道我爱干净，自然就
没有乱丢乱扔的情况了。干干净净的，都

习惯把废票扔进废票箱了。我的站点里
干干净净的，即使那些新顾客都不好意
思乱扔垃圾，大家也都愿意来。说实话，
当初我也没想到靠打扫屋子就能吸引这
么多的顾客彩民。”
最会管理型 企业化管理让站点风生水起

汕头市龙湖区庐山路陈厝合市场对
面的 44040878 号投注站规模不小，有近
60平方米的经营面积，但销售高峰时，购
彩的人流还是一路排到了门口，销量也
稳居汕头彩市前列。业主纪宋辉说，他的
经营秘笈就是企业化管理。

一开始，纪宋辉按过去做生意时的
经验经营投注站，可半年多了销量不见
起色，他心里十分着急。后来，他请福彩
中心工作人员前来指导，并虚心到各优
秀投注站学习取经，这才豁然开朗，改变
经营思路后，销量稳步提升。到 2008 年，
他和妻子已先后经营起 3个站点，员工加
起来有十个人。从业 11年，纪宋辉也慢慢
积累起一套管理经验，他认为，站点销量
要上得去，首先对员工的业务水平和经
营态度得有要求，而业务熟练的老员工，
正是业绩良好的保障。

纪宋辉对站点的管理参照企业的模
式，除了给员工固定薪水和奖励，还专门
请了厨师为大家做饭，方便几家店的员
工解决午、晚餐。每年春节假期彩票休
市，纪宋辉还请员工到国内外景区旅游。
良好的福利留住了一批忠诚的员工，他
的站点里一位工作最久的员工，已经在
此工作了十年。 （摘自 国彩推送）

彩票站经营要有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