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沙市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长沙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修葺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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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福彩惠民生
———长沙市福利彩票晒“十二五”成绩单及 2015 年度市本级福彩公益金分配使用情况

2015年度长沙市本级
福彩公益金分配使用情况公布
日前， 长沙市民政局对外公布了

2015 年度长沙市本级福彩公益金使用
情况。 2015 年度，全市共销售福利彩票
21.94 亿元， 筹集社会公益金 5.885 亿
元。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
政策，彩票公益金在中央、省、市之间按
50：25：25 的比例分配， 专项用于社会
福利等社会公益事业。 市本级福彩公益

金由市财政局商市民政局研究确定分
配原则，市民政局根据分配原则制定具
体分配方案报市政府审批，2015 年度市
本级福彩公益金共分配 8472 万元（不
含区县）。 根据福彩公益金使用范围的
有关规定， 将全部用于 2015 年社会福
利项目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具体支出
安排见下表：

2015 年度长沙市本级福彩公益金分配使用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金额 备注

1 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4590 用于长沙市儿童福利院建设， 一福利院
养老设施提质改造。

2 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750
用于市二福利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购
置残疾儿童及老年人康复器材、 养老护
理人员周转房建设。

3 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450
用于三福利院门诊大楼设备购置、 养老
消防设施改造、 市心翼精神病康复会所
经费补助。

4 敬老院建设及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1932 用于全市敬老院建设及消防整改、 区县
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农村幸福院建设等。

5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 200 用于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

6 长沙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 150 用于长沙市流浪儿童临时安置中心设备
购置。

7 雷锋超市物资配送 200 用于雷锋超市物资配送。

8 公益性和慈善类社会组织培育孵
化基地建设补助及政府购买服务 200 用于公益性和慈善类社会组织培育孵化

基地建设补助及政府购买服务。
合 计 8472

金慧 贺新平 崔玲

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故事。2015 年，在整体经济形势下滑的大环境下，长沙福彩
逆势上扬，全年销售额近 22 亿元，总销量排名全省第一、居全国省会城市第 7 位。

骄人成绩的背后，除了市场本身的“口红效应”之外，离不开所有业主及销售员的
艰辛付出，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更离不开长沙福彩的内修外达。

“福利彩票销售，对民生保障有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 ”长沙市民政局党委书记、
局长陈昌佳介绍，“十二五”期间，长沙福彩严于律己，不断创新，在保证阳光公开的同
时，勇担社会责任。

你想温暖的孤寡儿童，你想帮助的老弱病残，你想改变的困境命运，也许你无法
亲力亲为，但是你购买过的每一张福利彩票，正在帮你一一实现。

【成绩单 】★健全福彩规
章制度和标准，修订完善《福
彩销售网点管理手册》。

★加强培训和学习， 提升福彩队伍的从
业水平。

★《关于加强彩票资金管理有关事项的
通知》，规范资金管理。

【新思路】
在长沙，随意走进一家福利彩票门店，店

内环境整齐，经营证件齐全，管理人员十分热
情，购买彩票非常便捷。

一丝不苟的背后， 是福彩从上至下的规
范管理。

“十二五”期间，长沙打造了市场管理一
体化、内部管理制度化、营销方式专业化、站
点建设标准化的福彩管理模式。

无规矩不成方圆，五年来，长沙福彩修
订完善《福彩销售网点管理手册》，建立健全
销售各个环节中的规章制度和标准， 出台
《员工积分制管理办法》、《大宗物资采购办

法》、《资产管理制度》 等 30 项内部制度，从
物资采购、考勤卫生、资产管理等细微处着
手，全面规范了内部管理和各项业务操作流
程。

为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长沙福彩
组织一线销售人员开展多样化的站点业务技
能培训，实现岗前培训标准化、分级培训系统
化，如“一站一枪”新模式推广、即开票营销技
巧、自主营销指导、机器维修及扫描枪操作、

低销量站点帮扶、 星级创建等分级分类培训
283 场，培训 8679 人次。

服务是福彩销售的根本， 长沙福彩面向
社会开通 400 免费客服热线和投注站网上申
办服务功能， 为彩民和有意从事福彩销售的
人员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通道。 对视频票销
售厅视频监控、 中心监控室显示设备进行了
升级改造， 对市场管理员实行 GPS 定位管
理，更好地服务于市场。

C

统一规划的中福在线销售厅。
(本版图片均由长沙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供)

长沙福彩坚持业务培训常态化，适时组
织销售员培训活动。

【成绩单】★五年销售总量
达到 87.38 亿元， 年销售总量
保持了 10%左右的增长速度，

是“十一五”期间销售总量（27.7 亿元）的三
倍。长沙福彩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省第一、全
国省会城市 10 强。

★五年来， 全市建成电脑福利彩票投注
站 1280 余个， 刮刮乐销售网点 1500 余个，
中福在线销售厅 16 个。

【新思路】
业绩，意味着生存。
我们所处的时代，日新月异，消费者群体

与理念在变，市场本身在变，那么，福利彩票
该如何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惟有创新，主动求变，才能应万变。 ”长
沙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伍仁华介绍，

“十二五” 是长沙市福彩转型提质的五年，更
是创新发展的五年。

拓渠道是根本。“十二五”期间，长沙福彩
加快网点建设和渠道拓展， 延伸福彩投注站
发展触角，新建“快乐十分之动物总动员”快
开游戏销售网点，积极探索与规模行业联营、
连锁便利店兼营的“商彩”联销模式，与沃尔
玛、友阿集团等企业合作开设福彩销售点。在
视频票方面，2015 年，市中心自筹资金 2000
万元购置 2 处房产用于发展中福在线销售

厅，有力提升了福彩基础实力。
抓营销是关键。 近年来，长沙福彩宣传

营销活动有声有色，上接天线，加强整体策
划，下接地气，抓好站点落地宣传。 组织了一
系列主题营销，如“天下凤凰”新票上市宣
传、“魅力双色球·欢乐北京游”走近双色球、
夏季营销之“你增我奖”等主题营销活动。 同
时，出台《福彩投注站自主营销宣传实施办
法》， 引导和鼓励站点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个
性化、差异化的自主营销宣传，加强站点宣

传手段建设。
“十二五”期间，长沙市福利彩票五年销

售总量达到 87.38 亿元，到“十二五”期末，全
市建成电脑福利彩票投注站 1280 余个、刮刮
乐销售网点 1500 余个（其中社会销售网点
200 多个）、中福在线销售厅 16 个，构建了以
电脑票为主导、即开票为补充、视频票为中坚
的多维化销售格局，实现了市场管理一体化、
内部管理制度化、营销方式专业化、站点建设
标准化。

2011 年-2015 年福彩销售总量及相关数据对比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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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打造出一

系列市民津津乐道的公益
品牌。

★民生建设的有力后盾。
【新思路】
2015 年寒冬， 星城长沙发生了这样

暖心的一幕： 双腿截肢的蒋衡生大爷，双
手各撑着一个小板凳，费力地“走进”芙蓉
区德政园社区雷锋超市，长沙市民政局工
作人员见状，立即蹲下身子，嘘寒问暖，并
让社区工作人员把米、 油等物资送至家
中，蒋大爷感动得湿了眼眶。

这是长沙市开展的“百万爱心暖万
家”公益活动的一个剪影。据了解，该项目
每年从市福彩公益金中出资 200 万元，对
城乡近 2 万户低保户进行物质资助，已连
续实施 6 年。

长沙市民政局决策层深知， 责任，是
牵引彩票发行的“牛鼻子”。

2015 年， 在全国福利彩票工作会议
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讲话中强调要坚
持责任彩票的方向，对国家、彩民和社会
负责。

“责任彩票”不仅是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工作坚定贯彻的方向，也是长沙福彩为
之努力和奋斗的方向。 对此，长沙福彩抓
品牌建设，提升公益形象，争做负责任的
福彩。

近三年来，连续开展“励志田园”助学
活动，以助学真人秀的形式资助贫困高考
学子， 帮助了众多贫困学子圆梦大学，也
让无数城市少年获得了成长和进步，积极
弘扬了乐观向上的主旋律，传播了自强互
助的正能量，已成为了长沙公益助学的一
块响亮品牌。

同时，按省中心统一部署，组织实施
“福彩有爱·孤老不独”关爱贫困半失能老
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向全市贫困半失能
老人发放轮椅；在全国抗战纪念日策划开
展“福彩有爱·关爱抗战老兵”慰问活动，
向长沙地区多名抗战老兵送去了关怀和
慰问。

此外，市福彩持续推出“公益福彩进

社区”活动，深入四方社区、湖橡社区及望
城、浏阳等县市区开展社区活动，通过文
艺表演、有奖问答、游戏互动、资助困难
户、 授中奖喜牌等形式宣扬了“公益、慈
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拉近了
福彩与居民群众的距离。

在长沙， 很多人因福彩改写了人生：
在“励志田园”福彩助学项目的帮扶下，宁
乡偏远山区 18 岁的何娇踏入了梦寐以求
的“象牙塔”；因为有“善行福彩”项目，牛
婆塘社区因脑血栓中风的万大爷，终于能
坐上轮椅出门遛弯了；成功举办“福彩送
福山里娃”艺术支教活动，让上百个山区
儿童享受到了城市教育……五年来，长沙
福彩惠及了上千万人次。

福彩的责任心有目共睹。 在各大报
纸、电视、网络及行业杂志媒体上，以公益
宣传为重点的福彩信息稿件超过 400 篇，
甚至包括中央级、省级媒体的采访报道。

五年来，长沙福彩挑起对国家、对社
会、对老百姓的责任，主动发现，主动作
为，这份担当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和点
赞。

2016 年，长沙福彩站在更新、更高的
起点，精益求精，全面推进福彩销售工作
转型创新发展。

“十三五”期间，长沙福彩将建成销售
终端 1600 余个，销售总量实现 110 余亿
元，募集公益金 30 多亿元，为改善民生提
供资金保障。

未来， 一个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更加注重围绕大局，更加注重依法销
售，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长沙福彩向我们
走来。

福彩公益金支持修建的长沙县黄花镇敬老院。

D
【关键词】 创新

【成绩单 】★2011-2015
年， 长沙福彩共募集公益金

24.24 亿元， 其中市级福彩公益金达 5.89 亿
元，全部做到了专款专用、全面公开、阳光操
作。

★五年来， 市级福彩公益金惠及长沙市
第一社会福利院、第二社会福利院、第三社会
福利院建设改造、残疾人康复基地建设、流浪
未成年人保护教育中心建设、敬老院建设、养
老服务补贴、雷锋超市补助、示范社区建设、
公益性和慈善类社会组织扶持等 20 余个民
生项目。

【新思路】
公益，是国家发行福彩的初衷。如何使用

及监管，是彩民最为关切的话题。
“让每一分由爱心凝聚的公益善款在社

会各界的监督下，投入到最急需的地方，让福
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及民生。 ”
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伍仁华对
公益金在阳光下运行态度坚定。

为此， 长沙福彩全面梳理排查福彩发行
销售管理工作、 福彩发行费和福彩公益金管
理使用中各个环节、 各个方面和所有流程中
可能存在的制度漏洞和风险点， 建立健全制

度体系，并强化制度执行。
同时，加强监督和检查，尤其是公益金分

配、政府采购、资金归集等方面，确保福彩发
行销售的各个环节规范运行。

对发行费及公益金使用情况， 长沙市民
政局自 2008 年开始， 每年都会以新闻发布
会、新闻媒体公布等形式，及时向全社会通报
上年度市本级公益金的分配使用情况。

此外，长沙市民政局还制定实施了《建设
“阳光福彩”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一系列优化
措施落地，让福彩在阳光下运行。

言能践行， 据统计，2011-2015 年 5 年
里长沙福彩共募集市级公益金 5.89 亿元，根
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原则，这些福彩公益
金全部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福
利公益慈善事业。

在资金分配上，按照长沙市委、市政府的
战略部署，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是公
益金投放的重点领域， 近 5 年已累计投入
2.54亿元，占筹集市级总公益金的 43.12%。助
推了一大批省市重点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
先后完成了市二福利院整体搬迁、新建三福利
院精神病门诊大楼、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建
设 3 个市级重点民生项目；推进 60 余所敬老
院的改扩建（省政府实事工程）；完成了市一福
利院儿童幸福楼改造升级，打造了市残疾人康
复中心，惠及 20余个重大民生项目。

B

长沙福彩组织“福彩有爱·孤老不独”关爱
半失能老人活动，志愿者为老人送去轮椅。

长沙“善行福彩”志愿者为抗战老兵发放
福彩公益慰问金。

【关键词】 阳光

【关键词】 规范

【关键词】 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