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蔡锷北路 503号门店店主杜
益群是一位普通中年妇女， 从事福彩销
售 20 年，现在经营第 43014468 号投注
站，曾荣获“全省巾帼建功”称号。谈起彩
票发行， 她话语滔滔：“我的门店连续多
年销量居全市前十名，20 年筹集公益金
超过 2000 万元， 我自己一个月也能赚
到 1万多元，一个店养活一家人。 ”

如今， 在全省像杜益群这样经营的
投注站有 7300 家， 福彩网络遍及省、
市、县三级，直接从业者 2.5 万多人。 这
些成就的取得， 得益于省福彩中心面对
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转变发展思路，强
力推进福彩销售机构由传统行政管理型
向现代市场经营型转型发展。

———围绕“四优四强”战略目标，大
胆创新做强做优。 2015 年，省福彩中心
提出游戏更优、渠道更优、服务更优、形
象更优；机构更强、队伍更强、机制更强、
管理更强战略构想，并第一次写入《湖南
民政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随后，省中
心指导全省连续开展“依法销售年”、“提
质发展年”、“市场拓展年”活动，修订《湖
南省福利彩票投注站分类分级管理工作
指导意见》，印编《湖南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月工作计划表》，
不断把创新引向深入，

“关于修订省本级超 70 亿销量所筹福彩
公益金分配办法” 等创新经验被中福彩
中心向全国印发推介。

———渠道为王，持续拓展市场空间。
通过加快增机布点、深化“商彩”合作等方
式，实现网点大幅拓展。截至目前，全省建
成福彩投注站 7310 多家，其中，专营店
5510余家，兼营店 1800 余家。 此外，建
有刮刮乐销售亭 142个、 视频票销售厅
112 家， 年均组织社会网点和卖场销售
2200 余场，沃尔玛、友阿集团、步步高等
大型超市连锁企业，烟草销售网点等成为
优秀合作者。

———推进信息化建设，构筑管理安
全坚强支撑。谁掌握了信息化新技术，谁
就赢得了未来竞争的制高点。近年来，省
福彩中心完成新老机房搬迁切换、 电脑
票热线系统升级、 数字化办公管理平台
建设和手机 APP 客户端彩票销售测试
上线工作，实现省、市、县三级福彩机构
管理信息实时互动交流， 有效强化对销 售网点的管理服务和安全监管。

转型发展让湖南福彩实现了彩票品
种多样化、网点建设规范化、管理运作制
度化、市场销售规模化的华丽转身，涵盖

印刷、物流、通讯、电子、传媒、
文化、 商业等 10 多个领域的
产业链越拉越长， 融合发展

需求越来越旺，全省福
彩发行事业正以昂扬

的姿态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参与者、民
生改善的建设者、社会公益的传播者。

据统计，30 年来， 全省福彩筹集公
益金 183.2 亿元， 资助开展各类福利公
益项目 2.7 万余个，资助建成敬老院、福
利院、光荣院、救助站等民政服务机构
近 8000 个，常年保障城乡低保、特困人
员、优抚对象、城乡孤儿近 500 万人，并
惠及教育助学、红十字、残疾人、文化、
扶贫、法律援助、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等多个领域。 进入“十三五”以来，省
本级福彩公益金支持市州项目建设年

均超 14 亿元，极大地发挥了
民政在社会建设中的骨

干作用和基本民生保
障中的兜底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
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 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回望
30 年奋斗历程，奉献在湖南福彩战线的
共产党人，正是以此为激励，团结凝聚全
体员工，始终以昂扬的锐气、奋发的朝气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崇高追求。

针对福利彩票的公益属性， 省福彩
中心重新凝练打磨，提出“有你有爱有梦
想，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福彩
新理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造本土公益文化品牌。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一场特别的励
志分享会在长沙周南中学大礼堂举行，
来自隆回县小沙江镇芒坪村五组的 17
岁少女刘小飞等农村孩子向城市同龄人
讲述“得到爱、回报爱”的温馨故事。

小飞因家境贫穷， 很小的时候不得
不辍学回家给弟弟当“小妈妈”，弟弟上幼
儿园后，她想重回校园读书，是湖南福彩
“福泽潇湘·扶贫助学”活动找到她、帮助

她，让她得以圆梦。小飞说：“长大后，我和
弟弟都要热心公益，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 ”

“福泽潇湘”是省福彩中心弘扬公益
的旗帜。为了进一步丰富品牌内涵，近年
来省福彩中心优化内外宣传载体， 加强
与主流媒体合作， 强化立体融合传播体
系建设，组织开展关爱贫困高中生、留守
儿童、孤儿、贫困母亲，福彩助残健康行、
把爱带回家、“感恩英雄·致敬老兵”、

“乐善福彩·共同见证” 公益自驾游等系
列公益活动。 组成湖南省“善心福彩”志
愿服务队，服务老年人才艺大赛、轮椅马
拉松体验赛、 十大孝星评选、 福彩帮帮
帮、防灾减灾救灾等，各市州、县市区也
在“福泽潇湘”旗帜下组织各具特色的宣
传活动，开展救助贫困儿童、妇女等社会
济困志愿活动，极大地放大了品牌效应，
提升社会美誉度。“福泽潇湘”被民政部
评为全国民政系统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
动优质服务品牌，成为公益、阳光、责任
的代名词。

持续不断的公益活动还把公益理念

广泛深入地植入人们心底， 变成生活习
惯、美德善行。公益让生活更美好，福彩让
公益更贴心！ 现在，购彩者当中年轻人占
比越来越高，彩民结构不断优化，分布全
省各地的福彩销售网点纷纷成为公益倡
导者， 把广大彩民不断汇入公益的河流，
促使他们购买彩票的观念和行为悄然发
生转变，中奖了是幸运，没有中奖做了公
益，彩民在购彩过程中获得社交、休闲、消
遣、惬意等精神满足，怀揣着快乐的心态
和滚烫的赤诚，让不断延伸的公益之路洒
满道德的芬芳，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业余
文化生活的质量。

三十而立从头越，继往开来谱新篇。
站立在新征程的起点， 迎着新时代的曙
光， 湖南福彩人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30
年的辉煌作为基础擘画新蓝图， 初心不
改，风雨兼程，立志在新征程上焕发新气
象、展现新作为，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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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勇

———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30年纪实

湖南福利彩票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坚守“公平、公正、公开”发行原则，
安全健康运行，至今走过了 30年历程。

30年初心璀璨，30年砥砺奋进，30年大爱无疆，湖南福彩以辉煌的奋斗成就，谱写出动
人心弦的壮丽篇章，构筑起闪亮发光的品牌丰碑。

“1987-2017 年，湖南福彩 30
年累计销售福利彩票 620.7 亿元，
筹集福彩公益金逾 183.2 亿元，资
助各类福利公益项目 2.7 万余个，
上缴国家税收超 11 亿元……”走
进省福彩中心展示大厅，宣传栏里
映入眼帘的一组组数据，展示出湖
南福利彩票事业在历届省委、省政
府和中福彩中心，各级民政、财政
部门的呵护与支持下， 勇于改革、
接续奋斗， 发展步伐铿锵有力，持
续放大公益正能量。

正在这里调研指导工作的省
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对笔
者说，湖南福彩 30 年由小到大，不
断发展，归根结底靠的是党的坚强
领导，以党建带动队伍建设，促进
规范管理。 她的话把我们带入湖南
福彩波澜壮阔的创业史。

1987年，为了弥补财政投入的
不足，国家决定通过有奖募捐的方
式向社会筹集闲散资金， 当年 12
月，我省参加全国第二批社会福利
有奖募捐试点，湖南福彩向三湘大
地道出第一声问候。 万事开头难，
福彩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逢山开
道、遇水架桥，筚路蓝缕、夙夜在
公， 从白手起家走过艰难初创阶
段，进入逐步规范发展，到新千年
彩票销量迎来长足攀升。 最初彩票
年发行额不足 700 万元，2005 年
首次突破 10 亿元，2012 年过 50
亿元，2016 年迈上 80 亿元新台
阶。

近年来， 福彩发行因缺乏新游
戏玩法、现有游戏渠道老化，事业发展遇到瓶
颈，增长乏力，省福彩中心党总支以党的十八
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开展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专项整治“庸、懒、散”现象，推动管理制度
清理和“废、改、立”工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和行为规范，新制定或修订管理制度 100 余
项。 严格执行党政正职“三个不直接分管”和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研究决策制度，规范用
房、用车、“三公开支”等事项，进一步加强反
腐倡廉工作。推出“阳光福彩”举措，每年向社
会公布福彩社会责任报告。

制定出台同工同酬、竞争上岗、绩效考核
等多项适应时代特点的人才激励培养制度。
积极弘扬“靠事业发展激励人、靠岗位流动锻
炼人、 靠合理待遇留住人、 靠教育工作培养
人”的管理理念和“诚信、和谐、创新、共享”的
企业文化，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培训体系，
开展问政交流、技能比武、演讲比赛、高校培
训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现在， 年均培训
1200场，参加培训 10万余人次，提升了队伍
能力素质，夯实诚信经营根基。

政治建设筑牢理想信念“根”与“魂”，焕
发干事创业精气神。 全省即开票、电脑票、视
频票三大票种销售连续三四年呈现齐头并进
势头，2016年全省福彩销售总量进居全国第
八，增幅位居全国第五，2017 年销量接近 90
亿元。 省福彩中心先后获得“全国青年文明
号”、“省直机关文明单位”、“省直模范职工之
家”、“省直五四标兵红旗团总支”、“厅机关先
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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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福彩以党建引领建设过硬的
班子和队伍，工会、团组织很好发挥作
用，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培训、技能比
武等活动，职工有声有色工作，有情有
义做人，有滋有味生活。

湖南福彩从诞生的那天开始，不断延伸公益之路，如今，
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开展“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系列公益活
动，用心打造湖南福彩“福泽潇湘”公益品牌。 2012 年，“福泽
潇湘”公益品牌被民政部评为全国民政系统为民服务创先争
优活动优秀服务品牌。

1987 年 6 月， 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
委员会成立，同年 12 月，我省正式启动社
会福利有奖募捐工作。 上图为中国社会福
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大会。 （资料图片）

下图为新中国第一张彩票 （传统型），
当时在天津造币厂通过验收。 （资料图片）

30 年筹集公益金总额逾 183 亿元，
上缴国家税收 11亿多元。

30年资助开展各类福利公益项目 2.7万余个。

30 年资助建成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
救助站等民政服务机构近 8000 个。

常年保障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优抚
对象、城乡孤儿等近 500 万人。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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