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责任与信念化为奔跑的姿态，我们用 24 年的风雨兼程，孕育出一
枚精神文明建设的芬芳硕果。

当点滴善举汇聚成为爱的海洋，我们用 24 年的真情守望，协奏出一
首首和谐社会的华彩乐章。

开拓进取 激情跨越
湖南发行福利彩票始自 1988

年。24 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
重视下，在省民政厅党组的正确领
导下，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
心的精心指导和财政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 、认同
和积极参与下，全省各级民政部门
和福利彩票发行机构始终践行福
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
发行宗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公信 ”的诚信原则 ，坚持 “安全运
行、健康发展”的工作方针，走过了
一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辉煌历
程。 湖南发行福利彩票 24 年来，累

计销售 181 亿多元，上缴国家税收
5 亿多元。从“十一五”开始，湖南福
彩事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5 年累
计销售 95.58 亿元，和“十五”相比
增幅达到 215%，占到 24 年历史总
量的 53%。

2011 年，湖南福彩再次实现了
历史性的大跨越，福彩销售接连突
破 30 亿、40 亿大关， 创造了 40.94
亿元的销售新高，在 2010 年 26.34
亿元基础上净增 14.59 亿元， 增幅
55.4%， 圆满完成了省厅党组提出
的“三年三大步、实现新跨越”的奋
斗目标。 三大票种全面发展，其中
电脑票销售 26.84 亿元， 同比增长
30.3%；刮刮乐销售 5.45 亿元，同比
增长 89.3%； 在线票销售 8.64 亿
元，同比增长 202%。 为社会提供了
1.5 万多个就业岗位， 上交国家税
收 1.07 亿元，销售总量居全国第十
一，增幅居全国第五 ，获得了民政
部颁发的组织管理、 销售总量、销
售进步、千亿贡献 4 个一等奖和发
展贡献二等奖。

科学发展 和谐创业
近年来，湖南福彩坚持以科学

发展为主题、 以安全运行为原则、
以弘扬文化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
突破，在福彩销售工作中不断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运用科学先进的
发行管理理念创新推进工作，以市
场营销和公益推广相结合的模式
拓宽彩票发行，不断加强福彩市场
的开发、管理、宣传和服务手段，全
面推进市场环境、体制机制 、基础

设施、 人才队伍和营销体系建设，
切实调动各方积极性，提升社会认
同度，努力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销
售环境，引领湖南福彩事业迈入系
统、有序、高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创新工作理念。 着眼福彩事业
发展全局和未来，保持福彩文化积
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方向，坚持福
彩文化公益、 慈善的核心价值，不
断强化福彩从业人员的品牌意识、
责任意识、大局意识，积极倡导“以
品牌张力影响彩民、以游戏娱乐吸
引彩民、 以优质服务凝聚彩民、以
科学营销培育彩民、以人格魅力感
染彩民”的销售新思维、新观念，提
升福彩内在品质和文化涵养。

管理科学规范。 着力建设“省
统管、市州分管、县级直管”的三级
管理体系 ， 谋求系统管理的制度
化、精细化、专业化。 在全系统坚持
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注重工作重
心下移、工作权限下放 、工作经费
下拨，加强系统上下管理制度和内
部控制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福彩系
统内部绩效管理，严格落实目标管
理和责任追究，规范行业内外的管
理服务。

打造专业团队。 加强福彩系统
创先争优、学习型组织建设 ，加强
福彩从业人员政治理论、政策法规
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教育和引导干
部职工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服务
意识和廉政意识，合力创建“诚信、
公正、廉明、守规”的行业风范 ，在
系统上下倡导争当 “彩票的专家、
服务的明星、营销的高手 、管理的
权威”， 团队建设呈现出较强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省福彩中心被民政
部推荐为首批全国民政系统行风
建设示范单位，

确保安全运行。 坚持“安全至
上”的工作理念，加强系统上下安
全教育，把维护彩票的形象和声誉
与彩票的安全发行紧密挂钩，增强
责任心，提高执行力 ；加强对彩票
销售过程和市场运转的监督监管，
加大福彩发行“公开、公平、公正 、
公信 ”原则的宣传 ，严格 “机构公
信 、游戏公平 、程序公正 、操作公
开”的销售准则，着力构建福彩销
售诚信体系 ， 为安全运行提供保
障。

弘扬福彩文化。 大力弘扬“公
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
文化，围绕树立“福泽潇湘”公益品
牌，采用“藤上结瓜”的模式组织开

展了诸如 “福彩助残健康行”、“爱
心改变命运”福彩助学、“善心点亮
希望”援助孤儿、“福彩杯”十大孝
星评选，以及“社区公益行”、“福彩
帮帮帮”扶贫济困等系列爱心公益
活动，不断宣传公益福彩 ，提升品
牌形象，有力推广了湖南福彩积极
打造的“中国福利彩票 ，让人人都
成为慈善家”的公益品牌概念。

践行发行宗旨。 认真践行福利
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
行宗旨，所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
社会福利、社会救助 、社会保障和
公益慈善事业，24 年来累计资助各
类福利公益项目约 1.8 万个。 特别
是“十一五”以来湖南福彩事业发
展提速， 社会救助救济明显加强，
其中，全省新建和扩改建乡镇敬老
院 2130 余所、 市县福利院 140 余
所、救助管理站 90 余所，扩改建光
荣院 100 余所，帮助城市社区兴建
了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700 余个，使
全省民政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改善，
服务能力有了极大提升，得到了民
政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服务社会和谐。 进入二十一世
纪，湖南福彩事业快速发展 ，不仅
积极促进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
还为全省的广告、印刷、通讯、物流
等关联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彩
票经济链”跃然成型 ，成为扩大就
业、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
要力量。

登高望远 再创辉煌
今天，“文化强国”的号角已经

响彻中华大地，“四化两型”的滚滚
春潮再一次激荡锦绣潇湘，中国的
福利公益事业将迎来更为坚实的
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 肩负重任的
湖南福彩，将继续高举公益慈善的
旗帜，大力弘扬“公益、慈善、健康、
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恪守社会
责任优先和诚信为本的销售原则，
进一步夯实基础 、开拓渠道 、理顺
机制、建设队伍，不断创新发展，朝
着销售规模持续增长、玩法渠道丰
富多样、基础建设扎实推进 、网点
形象规范统一 、 系统管理科学高
效、品牌影响更加深远的目标奋力
前进， 在安全的基础上做大做强，
全面实现湖南福彩的科学、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发行福利彩票，是政府用来为社
会福利公益事业发展筹集资金的重
要手段，是一种社会公益性活动。 它
诞生于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大

潮中 ， 是民政工作创新发展的新举
措。 经历了 24 年来从创立到发展的
不同时期，今天福利彩票已经成为引
领公民奉献爱心 、弘扬美德 、传播慈

善的一个重要载体；成为动员社会各
界投身公益事业最广泛、最经常、最轻
松愉悦的重要方式；成为推动福利事
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福彩公益金资助的临武县社会福利中心。

▲福彩公益金资助的永州东安县光荣院。

福彩广场小卖场。

▲省财政厅副厅长石建辉（右二）调研福彩市场销售情况。

▲省福彩中心主任蒋建华（左二）给省财政厅综合处祝孟辉处长（左三）、汪
小平副处长（左四）介绍销售情况。

▲省民政厅巡视员张成桂（中）在娄底检查工作。

▲中福彩中心主任鲍学全（左三）在省民政厅厅长余长明（右一）陪同下
考察湘潭市福彩市场。

▲“福彩心感动”爱心救助活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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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均由湖南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