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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 111.68 亿元的销量 32 亿元的公益金
盘点兰州福彩不平凡的 30 年发展(二)
兰州市福彩在这 30 年来不
断发展壮大，社会公益事业也随
着兰州福彩的发展而为这座城市
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天继续
盘点兰州福彩 30 年来不平凡的
发展历程。

21 世纪前 10 年
专营店出现 种类大开花
2000 年 8 月份，兰州市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在广武商厦租赁了
办公室，同时开始筹备兰州市第
一批福彩投注站的布点和招募工
作。当时省福彩给兰州福彩拨付
了 250 台“电脑机”，迈开了兰州
福彩在新世纪的第一步。同时，
“风采系列”电脑福利彩票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全部开通准热线
或热线电脑彩票，兰州市同步开
通“准热线”销售模式，开启了“网
点销售、分级管理”，发行运作方
式完全市场化的序幕。
在兰州市第一批福彩投注站

兰州晨报讯（记者孟晴云）记
者近日从省福彩管理中心获悉，
2018 年 1 月 3 日，陇南幸运彩友
刘先生在人民路中福在线销售厅
“连环夺宝”游戏中拍出 24 颗红
宝石，喜中全国累积奖 18 万元。
刘先生是位忠实彩友，
他有时
间就会来到销售厅投注，
他说自己
喜欢这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在放松
身心的同时还能奉献爱心，
感觉非
常好！刘先生选择了 13 号投注机
坐定后，
以每注 120 分共 5 注的投

开始申办时，李万芳成为首批福
彩销售员，
并成立了 62012631 号
福彩专营店。该店位于美伦广场
和万达广场之间。从外观看，
彩店
又小又旧，平常无奇，但却是本市
无论服务口碑还是资历皆数一数
二的店面。2017 年 12 月 4 日，记
者走进老李的小店。听他讲述了
自己开福彩投注站18年的故事。
“因为当时资金缺乏，只能自
己出力别人出钱，与他人合伙经
营。刚开始，
是个兼营店，
一边卖彩
票一边还卖影碟。
”
老李说。经过几
年的辛苦奋斗和经验积累，
他攒了
些钱将投注站接管了下来。老李
告诉记者 “
：当时甘青宁三省区共
同发行叫黄河风采的彩票，
我就是
那时候开始做彩票的。
”
当时大部分
彩票还是在室外摆摊儿卖，
所以他
的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快三、
双
色球这些玩法，
老李的店都是兰州
市范围内第一批上的。他说：
“2000 年上第一批电脑票的时候，

一周开两期，下午 2 点多就结束
了。我的店里当时挤满了人，
大家
都玩疯了。
”
2003 年双色球刚上的
时候，
也是异常火爆。
种类繁多的福利彩票，促进
了福彩的推广和发展。
2010 年至今
经营标准化 渠道更广泛
2016 年，兰州市福彩中心对
投注站标准化建设进行了进一步
强化，
首批符合条件的50家福利彩
票投注站规范化建设工作于6月初
基本全面完成，62012631 号投注
站也是其中之一。鲜艳醒目的门
头标识、
舒适整洁的投注环境、
凸显
福利彩票品牌的形象墙、传递“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宗旨的公益
栏、
张贴着彩民中奖快乐喜悦的宣
传栏以及出奖号码走势图，
使彩民
看到了焕然一新的福彩新风貌。
2017 年 3 月份起，第一批电
脑型福利彩票自助双票机分别在

兰州市城关区的民主西路销售
厅、东方红广场销售厅、西站西路
销售厅、安宁区万新南路销售厅
以及安宁区科苑路销售厅 5 家中
福在线销售厅，正式上线试点运
营。这是一款集即开票、电脑票
销售、兑奖于一体的彩票自助终
端机，即开票刮刮乐票种齐全，面
值从 5 元到 20 元均有；电脑票有
双色球、3D、快 3、七乐彩。
近日，记者在安宁区万新南
路第五大道地下广场见到了一台
福彩自助购彩机。这是一台类似
于自助取款机的自助终端，通体
成橘黄色，屏幕上显示着各种票
种，操作区有数字输入按键区和
兑奖扫描口，并设计了银行卡、纸
币、硬币等三种支付方式，十分便
捷。使用时只需选择要购买的票
种，并输入选择的号码，打印机就
会打印出彩票。
据悉，
兰州市福彩进入21世纪
第二个 10 年后，
持续发展，
这从近

几年的销量就可窥一斑。2013 年
12 月 10 日，
甘肃省福利彩票 2013
年销量突破30亿元大关，
其中兰州
市销售 9.05 亿元，
位居榜首；
接下
来的 2014 年，甘肃省福彩销售增
幅全国排名第 1、人均贡献全国排
名第 2、
市场占有全国排名第 6、
综
合评价全国排名第11，
受到了中彩
中心的通报表扬，
其中，
兰州市首次
突破10亿元，
达到了13亿元。
2015 年，甘肃省福利彩票销
售额为 45.32 亿元。当年，在全
国彩市呈现下降趋势的大背景
下 ，甘 肃 省 全 年 销 售 福 利 彩 票
45.32 亿，共 14 个市州销量均过
亿，其中，兰州 13 亿元雄踞榜首，
领先第二名酒泉 3.92 亿元多达
9.08 亿元。2016 年，兰州市福彩
销售额达到了 13.85 亿。
“111.68 亿元的销量，
32 亿元
的公益金”
。这是兰州市福彩中心
发展近30年，
交出的成绩单。
兰州晨报记者 孟晴云

陇南彩民喜中中福在线全国累积奖 18 万元

双色球 003 期头奖 5 注 1000 万元

注方式进行投注，在第二关的时
候，
刘先生就中得 19 颗猫眼石，
当
他还在为错失大奖扼腕叹息时，
只
见24颗红宝石出现在了屏幕上，
一
旁的彩民和他说：
“你中奖了，
”
而此
时的刘先生早已被这样大起大落
的情形冲昏了头，
不敢相信自己真
的如此幸运。工作人员帮他进行
确认，其他彩友纷纷向刘先生道
贺。刘先生中奖后很高兴，
给在场

兰州晨报讯（记者孟晴云）1月7日，
福彩双色球第2018003 期开
奖，
当期开出红球号码 01、
14、
16、
17、
20、
31，
蓝球号码 04。当期头奖
开出5注，
单注奖金1000万元，
花落河北、
山西、
安徽、
山东、
湖北5地。
当期二等奖开出167注，
单注奖金19万元，
我省定西市彩民喜获1银。
当期开出的 167 注二等奖中，安徽中出 39 注，山西 26 注，云南
10 注，我省定西市陇西县李家龙宫步行街 62242506 号投注站彩民
以 6 元单式彩票收获二等奖 1 注，奖金 19 万元。
当期双色球全国销量为 3.8 亿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3.8 亿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 2 元中得 1000 万元。

我省彩民喜获 1 银

的彩友发了喜烟，
把他的快乐和幸
运与大家分享。
陇南市福彩中心直属销售厅
共有四家，目前有 3 个正在经营
当中的中福在线销售厅和 1 个筹
备开业的成县销售厅，分别位于
武都区农牧小区院内、武都区东
江昌盛步行街、文县所城东街 10
号以及成县万德商业步行街（万
德金街）。

通下水修水管 通下水 钻孔 通下水换阀门 殡葬服务
甘肃心诚家政
出租房屋
15293130055
4131655
西站 安宁 龚家湾 秀川 西固

商铺转租

出 租

本公司各工种均有专业人员为您服务擦玻璃、清洗油烟机、
地板打蜡全面保洁、皮沙发保养、钟点工服务。楼宇清洗、
高空疑难拆除安装、刷房子落水管维修、楼宇亮化等服务。
服务电话：0931-6189011 4101599 细节，规范，认真

修水管 换便池 刷房子 贴瓷砖 改地沟管道，修水暖，钻孔

西固 安宁

50 元通下水钻孔

15293157780

换阀门、
修暖气、
水管

4190199
钻孔通下水 城关：
西站：15593114899

城关、
雁滩、
西站、
安宁、
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衣、
寿衣、
全新灵棚

18119490861
专业钻孔
50 通 下 水
水暖疏通
家政清洗
钻孔低价 13359421141 安德殡葬服务公司
出售房屋
18219613272
明码收费
出售 13609310713 奕安家政 50 元通下水钻孔 钻孔通下水 50 元 电脑维修
13321334448
13893629095 13893333682

张掖路 30 平米商铺转
租 3.5 万 ，月 租 金
5000，手续齐全，可做
餐饮 15117130903

张掖路菜市场，门口。
一 楼 住 房 。 110 平 方
每月 4600 元可当员工
宿舍 18919890114

15101283900

修马桶城关安宁修水管

城关、雁滩、西站、安宁、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穿衣、寿衣、

1、御景东方 板楼小高层 125㎡南北通透精装修价面议
2、良志嘉年华二期 132㎡精装修南北通透高楼层价面议

走进社区

温暖人心

家政部：专业月嫂、育婴嫂、保姆、陪护
环 保 局 2 室 一 厅 80 平 保洁部：保洁、钟点工、擦玻璃、烟机清洗

金 昌 南 路 方，69 万。13369445633

8681116 15393168538 17739970855

地 址: 双 城 门 金 运 大 厦 1710 室

17509406667

通下水钻孔 城关通下水修水电 电脑维护 市内30分钟上门维修
修水管 换阀门

13109318826

旺铺转让 明昇物业家政清洗 50 元通下水钻孔
4100017
西固 安宁 七里河

火锅店转让

西固城繁华地段有一火锅店急需转
让，经营良好，接手可盈利。
13919314028陈先生 13919227859黄女士

超市转让 餐馆转让

本人因家里有急事现将经 雁滩大润发十字向东300米
营的一家超市带货，带一 一楼铺面145平米营业中餐
年房租一次性低价转让。 馆转让，精装修，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8109312112
13669319267

东湖小区棋牌室转让 全新音乐酒吧转让
双城门 150 平米，手续

客源稳定，接手即可 齐全，房租低，接手可
营业
营业，可做餐饮
18793107318
181 5399 6562王

开修换锁

开车锁，开保险柜

城关电话：13919183903
雁滩电话：13919181102

雁滩，
城关，
西站，
安宁

4180588

专业产品

兄弟卷闸门厂

安装维修：手（电）动卷闸门、单双
层防火门、
玻璃门及停车收费系统
13919991115

专业擦玻璃，油烟机.地暖.高空
外墙清洗，装修后大型开荒保
洁，家庭日常保洁，室内外粉刷
城关:6158126 七河里:6158127
18993168036 18993174922

50 元专通下水 通下水修马桶打孔 东 部 卷 闸 门
换阀门水龙头修水电
不 通 不 收 钱 ，城 关 安 宁 西 站
制作、安装维修各类（手）电动卷闸门，保温门，

众帮家政

修水暖
50 元包通下水 50 包通 通下水、
换阀门、修水管、堵漏

4157766 18394664833
雁滩、
城关、
西站、
安宁

4191788

十年诚信家政
专业月嫂、保姆、育婴嫂、陪护、 50 包通下水
不通不收钱
保洁、擦玻璃、洗油烟机。
城关，
雁滩，
九州，
七里河
8615268 13099202298
4100658
专业 厨 房 倒 烟
解决 卫生间返臭

13609377806

姊妹家政 擦 玻 璃

专业擦玻璃、装修后整体保 搞卫生、
洗烟机、
风
洁、单位 家庭保洁、油漆、涂 机烟道，
刷房子。
料 等 。 13893173130 18394016401
专业擦玻璃，家庭单位保
洁 ，清 洗 烟 道 油 烟 机 ，地
暖 清 洗 。 15095304260

温馨家政

喜讯：为答谢新老客户，今晨信息特推出“刊四赠一”
活动欢迎刊登！ 温 馨 提 示 ：敬 请 读 者 查 实 信 息 安 享 权 益

城关 西站 雁滩

7899588

13619318613

50元通下水 50元通下水

城关:13239314588
雁 滩:4101088

雁滩 城关

13919058860

通下水修水暖 专业修电，修马桶 通下水修水管
换阀门 钻孔
换阀门，换水龙头
改管道 改便池
城 关13119409925
15101338088 13919820072 西 站6156877
通 下 水 50 元 通下水50元 通下水修水管
换阀门 修水管

18293125855

通下水修马桶
换阀门，
修水暖

13893623773

换阀门、修水管
13038778638

通下水50元

4193017

打孔

专业开锁

50 元通下水

价格低

文化宫正街地铁口旁一宾馆因合作问
题转让。单位房，房租低，手续全。
13389444541

改换水管、
水龙头。

上门快

宾 馆 转 让

15294178393

13321314921

通下水修暖气
换阀门修水管 开锁 修电工

4101117

水晶门，防火门，伸缩门等，以旧换新，包修两年
13893658750

天福殡葬全城服务
城关、
雁滩、
西站、
安宁、
桥北
寿衣、
穿衣、
安葬、
择墓
入殓起灵、
鲜花灵堂
全新灵棚、
专业抬灵

15294215737
殡葬服务
城关、
雁滩、
西站、
安宁、
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衣、
寿衣、
全新灵棚

回收求购 13909461099
求

购

二手砂厂设备及旧钢结构厂房
联系人：柳经理 13659415940

殡葬服务
城关、
雁滩、
西站、
安宁、
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衣、寿衣、全新灵棚、明码收费

殡葬服务 13919034377

仙鹤岭殡葬服务 云腾殡葬
城关、雁滩、西站、安宁、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衣、
寿衣、
全新灵棚

城关 雁滩 西固 安宁 西站 桥北
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衣 寿衣 全新灵棚

13909405885 13893299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