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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A20

岁末狂欢来袭
浙江福彩刮刮乐豪送 1000 万元
双 11 即将到来，一场购物的狂欢即将上演。好
节送好礼，好礼爆惊喜，为回馈我省彩民对即开票的
厚爱，浙江福彩在这个火热的购物节前后将开展“福
彩刮刮乐、岁末大派送”活动，1000 万元豪礼等你来
拿。刮开有惊喜，双重惊喜让你嗨不停。

一重喜：
你点单我送礼
自 2019 年 11 月 14 日起至 11 月 24 日，彩民朋
友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就有机会获得即开票代金券，
代金券可在就近福彩投注站换取相应价格的刮刮
乐彩票。
方法一：
活动期间，
用户通过支付宝饿了么/手机
淘宝饿了么平台中的活动入口，
进入活动页面（浙江福
彩即开送好礼），
就有机会获得10元即开票代金券。
方法二：在 11 月 18 日、11 月 21 日、11 月 24 日

内，用户通过手机淘宝饿了么平台订餐，订餐支付成
功后，就有机会获得 20 元即开票代金券。

二重喜：
奖上奖领双份
中一送一奖上奖，全部票种可领奖。自 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1 日，浙江福彩在线下开展“单张彩
票中 500 元送 500 元、中 1000 元送 1000 元活动”。
活动期间，彩民凡在浙江省内购买任何一款福彩即
开票，单张彩票中 500 元送 500 元福彩即开票，单张
彩票中 1000 元送 1000 元福彩即开票。
浙江福彩岁末即开票 1000 万元豪礼大派送乐
不停，不仅让你吃着乐着，刮着乐着，领着也乐着。
双重惊喜活动涵盖刮刮乐范围广、奖金力度大、持续
时间长，祝广大彩民朋友们能在这场“刮刮乐”岁末
盛宴中收获好运，
收获快乐。

12 亿元！

“彩市航母”双色球破纪录大派奖即将来袭！
为感谢多年来购彩客户对中国福利彩票的
喜爱和支持，以及对公益事业的爱心奉献，福彩
双色球即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派奖活动。派奖
活动将从双色球 2019129 期(开奖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开始，连续派奖 20 期，派奖总
金额 12 亿元！此次破纪录大派奖，将为双色球
购彩客户及彩票市场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欢乐
盛典。

12 亿元派奖再破彩市纪录
“彩市航母”
双色球自 2003 年上市起，
为购彩
客户们带去了无数惊喜和快乐，也让无数梦想成
为现实。至今为止创造大奖超 17000 注，中出亿
元大奖 31 个，
约占我国彩票市场亿元大奖总数三
分之二。我国彩票市场排名前十的大奖中有 7 个
属于双色球，其中前三名亿元大奖都是双色球。
这一次，双色球携 12 亿大礼包再度来袭，这也是
自 2007 年起至今的第 14 次派奖。
本次 12 亿元派奖奖金，将从双色球调节基
金中支出，这是双色球历史最高的一次派奖。派
奖期间，单注最高可得奖金 2000 万元，头奖数额
一举打破持续多年的派奖期间单注 1500 万元最
高额！

大奖小奖都翻番
为了让更多购彩客户享受到派奖活动的实
惠，此次将针对双色球一等奖和六等奖进行派
奖。一等奖派奖奖金分为特别奖和普惠奖，分别
派送 6 亿元和 1 亿元，
而六等奖翻番奖的奖金为 5
亿元。单票金额 20 元(含)以上的彩票中得一等奖
和六等奖均有可能享受奖金翻番的惊喜。
其中，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每期安排 3000 万
元，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 20 元(含)的一等奖中奖
彩票，
每注一等奖按当期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 1：
1
比例派送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当奖池资金低于 1
亿元时，单注一等奖最高可中 1000 万元，当奖池
资金高于 1 亿元(含)时，
单注一等奖最高可中 2000
万元。若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不足以按照 1:1
比例支付派送奖金时，则由符合派奖条件的一等
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若
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当期有结余的，则顺延滚入下
一期，
与下一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合并派发。
此外，设立 5 亿元的六等奖翻番奖，对当期
单票金额超过 20 元(含)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

注六等奖派送固定奖金 5 元，直至六等奖翻番奖
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那么单票金额低于 20 元就不能参加派奖活
动了吗？当然不！本次派奖还设立了一等奖普
惠奖，每期安排 500 万元，对当期单票金额低于
20 元的一等奖中奖彩票派送一等奖普惠奖奖金，
由当期符合派奖条件的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
分，若当期一等奖普惠奖未中出或有结余，则顺
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一等奖普惠奖奖金合并
派发。也就是说，购彩客户花费 2 元，就有可能
收获 1500 万元。

门槛更低更普惠
从派奖规则即可看出，本次派奖活动的参与
门槛明显降低，打破了连续三年只针对复式或胆
拖投注的限定，让购彩客户更容易理解和体验。
不管是购彩新客户还是老客户，不管采用哪种购
彩方式进行投注，都有机会参与派奖活动，冲击
更高奖金，
获得更多实惠。
相比以往，本次派奖活动从奖项设置上也更
加普惠，单票金额超过 20 元(含)可参与一等奖特
别奖及六等奖翻番奖，不足 20 元则可参与一等
奖普惠奖派奖，兼顾不同投注金额购彩客户，涵
盖范围更大，让更多购彩客户有机会享受到派奖
活动带来的惊喜和幸运。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
爱心与惊喜同在，让每一个梦想更有可能。
福彩双色球自 2003 年 2 月上市以来，16 年以来
累 积 销 售 额 超 过 6200 亿 元 ，贡 献 公 益 金 超 过
2200 亿元。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不足、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
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
基金以及扶贫、文化、法律援助、大型体育赛事等
社会公益事业，还有部分用于“扶老、助残、救孤、
济困”
等社会福利事业。
上市16年以来，
双色球一直都秉承着
“取之于
民，
用之于民”
的初心和使命，
坚持
“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
的发行宗旨，
引导购彩客户理性购彩，
并
为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次 12 亿大派奖，是我国彩票史上金额最
大、范围最广的派奖活动，
将为购彩客户们带来一
场幸运盛宴，
让大家在与大奖结缘的同时，
奉献爱
心，
收获快乐和惊喜，
让每一个梦想更有可能！

福彩推出首款 30 元
即开票
“至尊黄金”
“至尊黄金”为一款专为联销而设计的高面值刮刮
乐新游戏，整体设计非常具有黄金质感；刮开区上的金
条与代表中奖号码的红宝石，
无一不体现出满满的财富
感；
主题黑色与金色的碰撞十分博人眼球，
极具吸引力。
“至尊黄金”
彩票是全国首款 30 元福彩即开票，
全国
联销，
返奖率高达 65%，
在宽中奖面 33%的设置下，
高于
面值的奖项设置个数极为丰富，
平均每本票里高于面值
的中奖票数量为等面值中奖票数量的 2.3 倍，
突显了一中
即赚的特点，
中奖感觉极佳。最高奖金为 100 万元。
该款游戏玩法为“对数字”，属于市场主流玩法，彩
民容易操作。具体玩法为：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一个
“我的号码”与任意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
“我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如
果刮出图符，
即可直接获得玩法区内所有奖金之和。
该款游戏玩法简单，内容新颖，同时增添了刮刮乐
游戏的乐趣与悬念感，
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刮刮乐
“超级幸运”
即将在甬上市
为了给宁波彩友带来不一样的刮奖体验，
一款面值
50 元的福彩刮刮乐——
“超级幸运”即将隆重上市，这
是福利彩票的首款 50 元面值的刮刮乐，也是首个一、
二、三等奖全部在 10 万元（含）以上的玩法，最高奖金达
100 万元，
十分值得期待与体验。
“超级幸运”票面整体以金闪闪的 100 万元奖金数
字作为主图与玩法刮开区，
整体感极强，
非常醒目；
配色
采用了最受彩民欢迎的红色与黄色，背景装饰有鞭炮、
金币，
突出表现了中奖后的喜悦，
吸引力十足！
该彩票面值 50 元，头奖 100 万元，奖级 12 级。值
得一提的是，其不仅一等奖是 100 万元，二等奖也高达
50 万元，
就连三等奖也有 10 万元。
“超级幸运”游戏为多玩法组合，趣味性强，简单直
观，
无需解释。3 个玩法区内的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玩法一：
刮开覆盖膜，
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
即可
获得该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果在同一局游戏中刮出 3
个相同的图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下方所对应的奖金。
共有 6 局游戏，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玩法三：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
“中奖号码”
相同，
即可获得该
“我的号码”
下方所对应的
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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