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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安阳市发票摇奖电视现场开奖栏目《开票有喜》的
收视率，吸引更大范围的群众支持参全市发票摇奖活动，自2015
年3月起，对安阳市发票摇奖电视现场开奖栏目《开票有喜》进行
改进，现将改进事项公告如下：
一、改进后的《开票有喜》电视开奖栏目概述

改进后的《开票有喜》电视开奖栏目共设“开门大吉”、“越选
越开心”、“大家一起来”、“喜从天降”和“幸运大转盘”等五个游戏
环节。产生特等奖一名，奖品为价值70000元左右的轿车一辆；
一等奖一名，奖价值9000元左右的奖品；二等奖1名，奖价值
3000元左右的奖品；三等奖4名，奖价值2000元左右的奖品；幸
运奖18名，奖价值300元至800元不等的奖品；参与奖5名，奖
价值20元至100元不等的奖品；入围奖136名，奖价值200元左
右的奖品。

改进后的《开票有喜》开奖现场将采用“淘汰/晋级”模式进
行趣味游戏。首先进行第一个游戏环节“开门大吉”游戏，该游
戏共进行三组。每组由电脑在现场160名入围者中随机抽取产
生8名幸运者进行“开门大吉”游戏角逐，通过游戏选出2名胜出
者进入下一个“越选越开心”游戏环节，其余6人为幸运奖获得
者，分别获得价值300至800元的奖品后退出。如此依次进行
三组，共选出6名胜出者进入“越选越开心”游戏环节；开奖现场
的第二个游戏环节为“越选越开心”游戏，通过“越选越开心”游戏
选出2名胜出者进入“喜从天降”游戏环节。其余4人为《开票有
喜》三等奖获得者，获得价值2000元左右奖品后退出；开奖现场
的第三个游戏环节为“大家一起来”游戏，由电脑再次在现场160
名入围者中随机抽取5名幸运者进行“大家一起来”游戏，现场表
演节目或获得参与奖奖品后退出；开奖现场的第四个游戏环节
为“喜从天降”游戏，通过“喜从天降”游戏，选出《开票有喜》一等
奖获得者1名，获得价值9000元左右的奖品。另1名为《开票有
喜》二等奖获得者，获得价值3000元左右的奖品后退出；最后一
个游戏环节为“幸运大转盘”游戏，由《开票有喜》一等奖获得者转
动幸运大转盘，进行“幸运大转盘”游戏，在现场所有入围人员中
通过转动“幸运大转盘”，摇出特等奖获得者一名，奖品为价值
70000元左右的轿车一辆。

注：《开票有喜》开奖现场的中奖人只能中取一个奖项，如出

现重复中奖现象，则由中奖人选取一个奖项获得，不能重复中

奖。

二、各环节游戏规则

第一环节：“开门大吉”游戏规则

“开门大吉”该游戏共进行三组。每组由电脑在现场160名
入围者中随机抽取产生8名幸运者进行“开门大吉”游戏角逐，8
名幸运者上台根据号牌大小依次选择八个广告牌，主持人翻转
广告牌，背面写有“胜出”字样的为“开门大吉”游戏的胜出者，胜
出者将进入下一个游戏环节，其余6人为幸运奖获得者，分别获
得价值300至800元的奖品后退出。依次类推进行三组，共选
出6名胜出者进入下个游戏环节。

第二环节：“越选越开心”游戏规则
现场摆放六个游戏道具，每个游戏道具均设有“个、十、百、”

3个数值栏。道具下方设有两栏数字栏，分别放置10个印有数
字的数字牌，游戏前由公证人员经过检查、遮挡，并无序排放在
数字栏中。数字牌背面分别印有“天天输发票、月月中大奖”十
个字，参与游戏人员依据胸牌号码由小到大依次对应选择数字
栏中的数字牌，游戏人员依次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好“个、十、百”
相应的数字，选择好后，由主持人将选中的数字牌依次插入金额
栏中，数字牌一经主持人插入金额栏中不得变更，在第一轮选择
结束后，将进入第二轮复活赛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对每
一名游戏人员提供一次复活的机会，每人都有一次再选择更改
的机会。游戏参与人员在自己“个、十、百”的数字牌中可以随意
选择更改一位数，但这位数必须要在6个游戏道具下方的“十二
生肖”图形栏中进行任意选择，“十二生肖”图形栏分别设有“0—
9”十个数值及两个花牌，选手选中哪个数值及更改成相应数值，
选中花牌代表原数值不变，在第一轮中数值最大者优先选择，选
择好后，统一扣牌，在六位选手全部选择完后，由主持人依次亮
数字牌，最后，在数值栏中编排数值最大的前两名胜出。其余四
名游戏人员为《开票有喜》三等奖获得者，获得价值2000元的奖
品后退出。

第三环节：“大家一起来”游戏规则
现场摆放一个骰子道具，在“越选越开心”游戏环节中一名

胜出者在电脑上随机抽取五位现场观众，五位观众上台按照号
牌大小依次打骰子，骰子六面分别写有“模仿、最想说的一句话、
表演节目、直接拿走奖品、将奖品现场派发、双倍奖品”字样，参加
游戏者必须向上抛出骰子，骰子静止后，选手按照骰子面朝上的
字样完成指定游戏，游戏做完拿走奖品。

第四环节：“喜从天降”游戏规则
在“越选越开心”游戏环节中胜出的2名游戏参与人员来参

加这个环节的比赛，现场摆放两个金蛋造型的道具，2名游戏参
与人员一人一个小锤子来砸金蛋，有“金花飞溅”的为《开票有喜》

一等奖获得者，获得价值9000元左右的奖品。相应的如果没有
“金花飞溅”的则为二等奖获得者，获得价值3000元的奖品后退
出。

第五环节：“幸运大转盘”游戏规则
现场摆放“幸运大转盘”道具，游戏道具由印有1至160的数

字格圆盘和活动的小球组成，数字格的数字对应现场入围人员
胸牌号码，现场由《开票有喜》一等奖获得者转动幸运大转盘一
圈以上，静止后小球停留的数字格中的数字即为中奖数字，现场
入围人员胸牌号码与该数字相同者为《开票有喜》特等奖获得
者。如出现中奖数字对应的入围人员胸牌号码相同者未到场或
空缺，则该中奖数字无效，由《开票有喜》一等奖获得者再次转动
幸运大转盘直至产生《开票有喜》特等奖获得者。

以上各游戏环节均由我市公证处现场监督公证。
三、《开票有喜》电视开奖栏目的播出时间安排

改进后的《开票有喜》电视开奖栏目将在安阳电视台公共频
道播出，首播时间为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晚20时10分，第一
次重播时间为第二个星期六晚20时10分，每个月的第三和第四
个星期六的12时50分再次重播，请广大群众关注。

注：《开票有喜》其他规则保持不变。

特别提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消费取得的发票不能参加安

阳市的发票摇奖活动。

特此公告。
2015年3月18日

“天天输发票月月中大奖”。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税收秩序，鼓励
广大消费者索要发票的协税护税行为，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安阳市财
政局、安阳市国税局、安阳市地税局联合举办安阳市发票摇奖活动。
发票摇奖活动每月一期，设特等奖70000元轿车大奖一名，一等奖
10000元大奖一名，二等奖3000元大奖1名，三等奖2000元大奖4
名，其他奖项若干，每期奖品总价值18万元。只要您购物消费索要发
票，并输入发票信息，就有可能中取7万元轿车大奖。安阳市发票摇
奖办公室热情邀请您的参与，期待您“天天输发票、月月中大奖”。

举报电话：12366
发票信息输入电话：2230000 1606666
发票信息输入网址：www.ayfpyj.com
活动咨询热线：3155567 3155568
发票积分兑奖方式：消费者可到友谊路老经委院南二楼发票摇奖

办公室参与兑奖。每张发票积1分，不得重复积分。满10张发票可
以直接兑奖或办理积分券。积分越多，能够兑换的奖品也越大。兑奖
时消费者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发票原件或复印件。

安阳市发票有奖管理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改进发票摇奖电视栏目《开票有喜》的公告

第二届婚博会
暨万人相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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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开始了——

专属这座城市的盛会，专为安
阳人打造的情人节
【活动地点】

4月18—19号安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

安阳市工会 安阳广播电视台
【承办单位】

安阳广播电视报
【协办单位】

红线团婚恋中心
【报名热线】

2266667 2926667 2936667

本报讯（记者 陈栋梁 通讯员 王新正）为进一
步深化平安安阳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安
阳县工商局多措并举，确保平安综治维稳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该局层层召开平安建设工作动员会，向全体干部
职工、小区住户和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
大造“平安安阳建设”的舆论声势；深入开展“打假维
权”执法行动，以检查关系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
商品为工作重点，严厉打击制假售假、欺诈经营等不
法行为。妥善处置食品热点问题，开展流通环节食品
安全大检查、大整顿；以打击取缔传销人员聚集窝点
为重点，对社会影响大、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传销和
变相传销大案要案积极查处；着力联系村平安共建，
在该局平安建设联系点通过打横幅标语、发放宣传单
等形式向该村宣传平安建设中的新政策、新措施；加
大帮扶力度，积极指导帮助联系村解决综冶与平安建
设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推进安阳平安建设

本报讯（记者 毋怡秋）昨日，记者
从安阳市教育局了解到，该局正式下
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籍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进一步规范全市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籍管理，充分发挥全国中小学
学籍管理系统的作用，促进全市中小
学生学籍的信息化、科学化、制度化管
理。

《通知》要求，学生学籍管理，必须
严格遵循“一人一号，籍随人走”的原
则，除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随班就读和
工读学校学生等特殊情况外，任何学
校不得接受“人籍分离”的学生到本校
就读。

学生初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后，
应为其采集录入学籍信息，入学1个

月内建立学籍档案，通过电子学籍系
统申请学籍号。学籍号以学生居民身
份证号为基础生成，一人一号，终身不
变。

学籍档案内容除基础信息及信息
变动情况外，还应该提供：学籍信息证
明材料、体质健康测试及健康体检信
息、预防接种信息、在校期间的获奖信
息及综合素质发展报告等，参加社区
服务、社会实践情况及体育运动技能
与艺术特长等也将在学籍中体现。转
学时，籍随人走。办理转学手续，需持
有效证明材料向转入学校和所属教育
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申请，同意后，再到
转出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办理转
出手续，审批网上完成。跨省转学，还
须提供原学籍所在学校的学籍证明。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出台

学生学籍一人一号伴终身

旺源骆驼奶
骆驼奶脂肪球

小、易吸收，最接近
母乳的免疫抗体。
电话：0372-2228088
手机：15837261866
地址：安阳市文峰大道西段376号
（文峰大道与太行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北）

丽江龙健玛咖
改善亚健康、调节疲劳

过度状态、提高性功能、滋补
前列腺、提高免疫力、改善失
眠、调节更年期、骨质疏松。

地址：安钢大道99号高楼
庄小学对面路南

电话：13064426284

驻 安 阳 总 辅 导 学 习 中 心
招生热线：0372-3321199 13783882533
联 系 人 ：吝 老 师 张 老 师

大专本科
免试入学，电子注册，网

上可查。可插班，可提前毕
业，保通过，学籍档案终身保
留。一级、二级建造师
考试咨询。

泽糖米
让糖尿病人吃饭无需忌口

彰德路211号三邦蜜蜂园

凭血糖报告单、进口血糖
仪加试条只需29.8元
5081019 18839700639

1.栏目广告小块（4×3.8cm）50 元，中块（4×
5.75cm)100 元，大块(4×7.7cm)200 元（公告、

声明除外）；

2.一次性付款 5次以上送 1次，10 次以上送

3次。专栏广告同一品牌客户大块、中块限

做 1块，小块限做 2块。

定于2015年3月20日10时在安阳市东风路南段创新大厦二
楼会议室对位于内黄县振兴路西段北侧内黄县电业局恒源加油站五
十年租赁经营公开竞标。现公开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竞标人。

有意竞标者，请于2015年3月19日17时前缴纳竞标保证金人
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标保证金交至我公司
委托的中介机构，收款单位：河南振邺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
商银行海河大道支行，帐号：1706620409200014985。

详情请咨询：0372-2908660、15993836993段先生、邱先生。
内黄县电力工程安装公司

2015年3月18日

加油站租赁公告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2015年3月30日10时至22时，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郭海庆名下豫
EWN298北京现代朗动牌轿车一辆，起拍价75565元，保证金
5000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3月30日前（法定工作时间）携带
有效身份证件，到安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107房间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竞买不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标的咨询时间：自2015年3月18日起至2015年3月30日
（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0372－3163997 监督电话：0372－3163983
安阳县人民法院
2015年3月18日

安阳市殷都区书英
糕点店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1050560014952（1-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