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40个年头。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华秋实。

河南福利彩票在改革开放中诞生、并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推动

全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资金保障作用。

自1987年试点发行福利彩票以来，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在省民政厅的

领导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指导下，在各级财政部门的支持下，不断在探索中开拓创新，在创新中蓬勃

发展，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跨越。

3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河南福彩人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从零出发，坚守岗位，负

重前行，在历史的进程中、社会的发展中、时代的进步中，交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满意答卷。

河南福利彩票，继往开来踏歌行，天道酬勤硕果丰。

□本报记者 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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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福彩：砥砺奋进迈向高质量
科学规划
智慧福彩渐入佳境

以前，彩民买了福利彩票后，验奖需要翻报
纸、看电视、上网或者到投注站点查看。现在，彩
民只需用手机扫一下彩票上的二维码，立马就能
查询是否中奖。

信息化建设是在新形势、新趋势、新任务
下，对福彩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河南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从 2015 年开始实施福彩信息
化建设工作，推出了融营销、宣传、管理、服务
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营销管理平台。2016年
11 月，省福彩信息系统上线，经过测试与磨
合，基本实现投注站全部关联业务的信息化
办理。

以前投注站迁址需要向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提交纸质材料，从头到尾办下来至少需要 3
周，有了信息化平台支持，只需用1天即可办理
完成；以前站点发现了错票，要填单子逐级上
报、审批，最后再统一注销，没有五六个小时下
不来。如今在电脑上审核，最快只需 3分钟；以
前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掌握的投注站信息只有
4条：站号、业主姓名、账号、地址。如今，信息系
统里关于业主、销售员、投注站的信息多达几十
条……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新开发的信息系
统实现了高水准的互联互通，简化了工作程序
流程，升级了工作方式，变革了工作观念。目
前，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建设 331个标准
化投注站，为840个投注站配置联网监控设备，
实现省市对网点的“智慧化”管理，建设 100个
即开票示范店。

智慧福彩，在改变着河南福利彩票发展态
势的同时，也不断为彩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
服务体验。

河南福彩信息系统上线后，经过前期大量
筹备工作，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又开发出
集网点管理、营销管理、信息发布功能于一体的

“豫彩通”APP，向彩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服务
渠道。

投注站业主和销售员可以通过“豫彩通”
助手查询信息，还可以借助“豫彩通”APP建立
聊天室，开展宣传、抽奖等营销活动，以更加突
出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娱乐性，吸引了彩民朋
友们的热情参与，使大家从精彩有趣的玩法中
享受到接踵而至的大奖带来的幸运和喜悦。
同时，也为投注站营造了氛围、聚集了人气，激
发了市场活力。目前，“豫彩通”客户端活跃度
为 19%，70%以上的“豫彩通”用户每月至少登
录 1次。

“信息化已成为当前彩票事业发展的基础支
撑和核心推动力，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会时时处
处受制于人。”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叶
川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推进智慧福彩建
设，创新使用物联网的方式，让每一个终端变得
智能化，更好地实现管理精细化、服务便民化。”

加强监管
强筋壮骨成就出彩

“专营店数量从 10多家提高到 220多家，
比例从 3%提高到 41.6%……”商丘市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从优化资源的角度，在全市推行末位
淘汰。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和整顿，对部分长期
处于休眠状态、少数想通过转让非法获利的站
点进行了淘汰。同时，在人口密集、人员流动大
的城区，积极拓展市场，布局新的站点。

商丘市福利彩票优化网点布局，是河南福
利彩票多措并举、提升市场竞争力的一个缩影。

河南福利彩票严格网点准入门槛、落实淘
汰机制、加强站点全过程管控。同时，实行网点
公召与清理整顿相结合，优化网点布局，实现动
态平衡。目前，河南福利彩票销售网点达到
9200个，县、乡覆盖率达90%，站点分布更加合
理。去年，全省福利彩票专营店比例提高了
11%；双彩店比例已降至45%。

“就像肌肉群对运动能力有着巨大影响一
样，福彩投注站布局合理，优秀的福彩投注站数
量多，彩票市场实现强筋壮骨，有利于促进发
行，带来 1+1>2的效果。”叶川说，福利彩票是
改革创新的产物，也是由于坚持改革创新，才得
以不断发展壮大。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河南福利
彩票不断发行彩票新品种、开辟新市场，持续为
福彩销售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全省福彩事业的
发展步入快车道。

1987年，河南福利彩票销售 198.64 万元，
年销量冲上百万元；1988年，河南福利彩票销
售 1130万元，年销量首破千万元；1995年，河
南福利彩票销售 39550万元，年销量突破亿元
大关……

“十二五”以来，更是河南福利彩票实现大
发展、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时期。河南福利彩票
年销售量接连突破40亿元、50亿元、60亿元大
关，步入高位运行的新阶段。

2018年，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持续创
新营销方式，有效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全年开
展全票种营销活动28次，创下单一游戏促销次
数最多和时间跨度最长的新纪录。全省视频票
促销活动期间，在全国销量前十名的省份中，河
南增幅排名第一。开拓与影院、商超等跨界融
合新模式，销售渠道逐渐多元化。

一项项扎实有效的市场举措，推动河南福利
彩票取得亮眼“年度成绩单”。2018年，河南福
利彩票销售达 70.12亿元，首次突破 70亿元关
口，同比增长 1.77%；全年筹集公益金 20.14亿
元，销售规模和公益金筹集数均创历史新高，在

逐梦新时代的征程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爱之名
帮扶贫困群众渡难关

2018 年，由省民政厅、省妇联和省扶贫办
联合主办，省福彩中心和省慈善总会承办，开展
了“资助贫困母亲活动”，全省筛选 200名贫困
母亲，每人捐助1万元。经过严格评审，宜阳县
张坞镇程子村 40多岁的贫困户赵瑞芳获得了

资助。当得知这个消息后，赵瑞芳激动地连声
感谢：“如果没有福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不知
道这个家现在过成啥烂样了。”

2008年年底，赵瑞芳被精神异常的邻居误
伤，差点丢了性命。经过治疗出院后，赵瑞芳身
体状况大不如前，干不了重活。雪上加霜的是，
2012年赵瑞芳的丈夫得了败血症，虽然借遍了
亲朋好友，也没能把人救回来。“没等两年，西屋
失火，房子烧没了。紧接着，公公又瘫痪在床，
吃喝拉撒离不开人。”回想起过去，赵瑞芳的眼

泪止不住流下来，“家里没了收入，两个孩子都
在上学，日子太难熬了……”

正当赵瑞芳一筹莫展时，当地村委会将她
家里的情况逐级向上反映，赵瑞芳家被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些年，在有关部门的关心
下，在洛阳市民政部门、洛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的帮助下，赵瑞芳家的生活逐渐好转，房屋修
葺一新，两个孩子也上了大学，日子越过越有奔
头。

贫困户赵瑞芳仅是受益于河南福彩公益金

的一个典型。多年来，以“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为发行宗旨的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坚持公益
扶贫的理念，关注困难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扶
贫活动，为河南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默默贡献
着一分力量。

在省民政厅的支持下，省福彩中心和省慈
善总会使用福彩公益金，开展了“结对帮扶 助
力脱贫”活动，帮助贫困弱势群体解决实际生活
困难；启动“福彩 30年助学子圆梦活动”，资助
全省 300名贫困、孤儿大学生每人 5000元；资
助一批困难大病患者，让他们在无助无望中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全省各地福彩
机构开展的一项项帮贫济困活动，把关爱传递
给有需要的人，把温暖送给贫困的人，让困难群
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公益为民
大爱无疆暖人心

“ 握 握 手 ，你 好 ！”“ 这 是 杯 子 ，喝 水 用
的”……开封市社会福利院的一间特教教室里，
24岁的赵晶晶和同事一边教孩子讲话识物，一
边记录孩子们的进步与成长。在多数人眼中，
她每天重复单调的工作，但对她来说却是人生
的爱之旅程。

2016年 6月，22岁的赵晶晶顺利从黄河科
技学院毕业后，不顾众人劝说，放弃高薪工作机
会，回到了开封市社会福利院，成为一名特教老
师，照顾福利院的弟弟和妹妹。赵晶晶平静地
说：“我 3岁时与家人走失就进了福利院，从小
在这里长大，毕业时就想着回家，为家里帮帮
忙，做点事。”

福利彩票是公益事业，也是慈善事业。河
南福利彩票自发行至今30多年，已经成为促进
全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持
续温暖着千千万万个类似赵晶晶这样困难群体
的心，也不断改变着她们原本悲惨的命运。

梳理近年来河南省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
用情况，可以发现两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个
是“从来不变”：将资金重点安排用于为老年人、
残疾人、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服务的社会福利
设施建设和受助对象直接受益的项目；一个是

“每年都变”：专项用于民政社会福利、社会公益
事业的资金一年比一年高。

福彩公益金，不仅引领着河南公益慈善事
业的发展，更向最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释放出
公益慈善的最大正能量。

——让老年人安度晚年。老年人是福利彩
票公益金资助的重点人群，仅2017年河南省级
财政就安排老年人福利类项目资金 21532 万
元，大力支持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
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农村敬老院建设、县级社
会福利中心老年服务设施设备等项目，积极促
进养老事业的发展。

——让残疾人康复有保障。全省各级民政
系统和各级残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残疾人康复
工程。在“明天计划”、聋儿康复等公益性活动
中，福彩公益金都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2017年，安排补助资金 1260万元，除了给予省
康复辅具技术中心附属康复医院建设部分补助
外，全部用于为全省贫困家庭残疾人免费安装
康复辅具，帮助残疾人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受
到全省残疾人的高度评价。

——让孩子们感到家的温暖。多年来，河
南福利彩票积极关注并投身孤残儿童事业发
展，每年都有专项公益金用于支持救助孤儿计
划，如福利机构脑瘫儿童康复训练项目，市县两
级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建设项目，儿童福利机构
特殊教育项目等，为这些孩子们送去温暖，为他
们撑起了一片蓝天。

——让更多的人得到关爱。全省各级民政
部门支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助慈善超市和
社会捐助体系建设、城乡医疗救助及临时救助
等社会公益类项目，不断推动以改善民生为重
点的社会建设，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
社会上更多的人得到关爱。

阳光福彩，河南大爱。河南福利彩票唤起
了全社会的公益意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福彩公
益金本身的作用，把以人为本，关爱社会的理念
深深地根植在亿万中原儿女的心中。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展望 2019年，对河南福利彩票来说，挑战

前所未有，机遇稍纵即逝。
从宏观层面分析，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增

加，传导到彩票行业发展也存在较多变数；福利
彩票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同业市场竞争更加严
峻；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舆论环境压力增大。
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福利彩票销
售的增长速度。

从彩票市场来看，在往年休市 7天的基础
上，今年国庆节第一次实行休市 7天。休市期
间，除即开型彩票外，停止其他各类彩票游戏
的销售、开奖和兑奖，这将大大减少福彩销
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今年加强高频快开
游戏派奖促销管理，游戏规则发生变动，快开
游戏和电脑票其他游戏的销量也间接会受到
影响。

尽管彩票市场发展中出现一些变化和困
难，但变局中总是危和机同生并存、挑战与机遇
相伴同在。1月 25日，在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上，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鲍常勇强调：“加强福
利彩票销售管理，健全规章制度和标准体系，维
护福彩公益形象。”全省福彩系统将认真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主动作为、精
准施策，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奋力开创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017年全省福彩公益金使用情况图示

近年来我省福利彩票销售情况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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