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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十美刮刮乐 山地车红包别错过”
营销活动9月9日全面启动

全省1100辆高档山地车

全国1600万元红包 等你来拿

在即开型福
利彩票刮刮乐山
东上市10周年之
际，为回馈彩票购
买者，9月9日—28
日，山东福彩将配
合 中 福 彩 中 心

“十全十美”全国
营销活动在全省
开 展“ 十 全 十 美
刮刮乐 山地车
红包别错过”大型
活 动 ，全 省 将 有
1100辆高档山地
车、全国将有1600
万元红包回馈给
彩票购买者。

一次购票 三次机会
活动期间，在山东

省内购买福彩刮刮乐
“十全十美”品种，除可
获得常规奖金外，每日
9：00—21：00用手机扫
描“玩法二”覆盖膜下
的二维码参与活动，还
有机会获得高档山地
车和红包大奖。

扫码玩游戏，老
彩友们都非常熟悉。
下载“福彩刮刮乐”客
户端，购买“十全十
美”品种，扫码即可参
与。扫码后可立即参
与“即时奖”，当场就
能知道自己是否中得
了 山 地 车 或 红 包 大
奖。“即时奖”环节全
省共发放1000辆山地
车，全国共发放1468

万元红包，每个红包1
-100元不等。不管有
没有中得“即时奖”，9
月9日—19日扫码的
彩票还可参加9月19
日晚的“周期奖”开
奖，9月20日—28日扫
码的彩票还可参加9
月28日晚的“周期奖”
开奖，均有机会再次
获得山地车或红包大
奖。“周期奖”全省每
期随机产生50辆山地
车，两期共产生100辆
山地车；全国每期随
机产生500个1000元
红包，两期共产生100
万元红包。

在此次活动开始
之前，9月1日—8日下
载或更新“福彩刮刮

乐”客户端的彩友还可
获得一个0 . 1—100元
不等的随机红包，全国
共送出24万元；此间参
加“微·客直通车”的彩
友 还 可 获 得 一 个
0 . 1—5元不等的随机
红包，全国共送出5万
元。这两个活动都是
100%有奖哟！

还有一个小福利，
9月9日—28日每天的
9：00—21：00通过“福
彩刮刮乐”客户端完成

“任务”获得积分的彩
友还可参与彩票试刮
活动，有机会获得最高
1000元的红包，全国共
送出3万元。不过要获
得该红包有一定难度
哟，想一试身手吗？ (中奖画面示意)

头奖高达80万元的“十全十美”

刮刮乐新品种“十全十美”
寓意十分圆满、完美，借用此
名，也代表着这是一款完美且
独具特色的传统题材的彩票。
票面设计中使用广受市场欢迎
且象征喜庆吉祥的暖色调为背
景，其中的“彩虹”元素，象征着
和平、幸福，通过两张彩票相连
接的“对票”形式，寓意带给祖
国和人民一份美好祝愿。彩票

采用多玩法游戏设计，各个玩
法均简单明了，与主题结合紧
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
该款彩票的头奖高达80万元，
是目前即开票10元票的最高
奖，中高奖级也非常丰富，会有
更好的中奖体验。

该彩票面值10元，头奖80
万元，奖级13级，返奖率65%，
中奖面30 . 88%。

游戏规则：本彩票共有4
个玩法，各玩法的中奖奖金兼
中兼得。

玩法一：如果在任意玩法
中刮出“ ”图符，即可
获得各玩法区所有奖金之和。

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
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中该
奖金。

玩法三：刮开覆盖膜，如果

在同一局游戏中，两个数字相
加等于“10”，即可获得该局游
戏右方所对应的奖金。共有两
局游戏，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玩法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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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方所对
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
得。

22001177烟烟台台民民博博会会2222日日开开幕幕
名家名作汇聚，市民可扎堆寻宝还可看文化惠民演出

本报9月6日讯(记者 梁莹
莹) 6日，烟台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就2017中国(烟台)民
间工艺品博览会相关情况举行
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
2017烟台民博会将于9月22-25
日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同时第十三届中国民间艺术

“山花奖”评选落户本届民博
会，是本届展会的突出亮点，也
可以说是最大看点。

2017中国(烟台)民间工艺
品博览会，由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
东省文联、烟台市人民政府主
办，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中国
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山东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烟台市文
联承办。展会的主题是“传承、
交流、合作、发展、创新”，主旨
是“让民间艺术来源于民间，回
归于民间”。展会规模为国际标
准展台860个，参展内容基本涵
盖了当代中国民间工艺品的各
个门类，参展范围为26个省市

区及7个国家和地区。
本届民博会主要活动包

括：2017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
会开幕式；中国杂技家协会文
化惠民专项演出；振兴京剧码
头——— 中国国家京剧院烟台票
友会；2017百城旗袍暨爱心使
者山东决赛；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民间艺术委员会第32届年
会；中国民间艺术家公众接待
日活动等。

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届民
博会的最大亮点是第十三届中
国民间艺术“山花奖”的评选落
户。“山花奖”是中国民间艺术
最高奖，“山花奖”参评作品代
表了当代民间艺术和工艺的最
高创作水平，具有较强的时代
引领和榜样标杆作用。这是中
国(烟台)民博会第三次承办

“山花奖”评选。“山花奖”三度
落户烟台，对于打造烟台乃至
山东文化品牌、推动全国各地
艺术家的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促
进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花
奖”以前每两年在全国评30个，
从本届起每两年全国评8个，中
国民间艺术优秀作品层出不
穷，烟台一再成为评选地，其含

金量可见一斑，民博会的平台
作用也将进一步得到发挥，对
推动文化烟台建设、提高城市
文化内涵带来的效果、作用也
将不断放大。烟台市民将有机
会徜徉在流光溢彩的精品佳作
中，看“山花”在烟台烂漫绽放。
2017中国(烟台)民间工艺品博
览会专家推荐典藏作品评选也
将在展会中进行。

大师的作品代表着各自民
间工艺品类的最高艺术水准，
也引领着一个艺术领域的发展
方向。北京工美集团作为业界
龙头将首次来烟台参会，携被
誉为“三大名旦”的玉器、景泰
蓝、雕漆等与烟台市民见面；著
名的北京珐琅厂、北京象牙厂、
扬州漆器厂也将参展。此外，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胡深、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聂希蔚、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李洪斌等大师也将带着
其作品来到烟台与市民见面。

民博会在烟举办七年来，
作为烟台唯一的“国字号”文化
展会，汇聚了国内外的民间艺
术精华，为民间艺术家搭建了
一个展现才华的擂台，成为“文
化烟台”的一个重要符号。

本报9月6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刘致竹)
据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统
计，上半年，烟台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6164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8 . 6%。其中，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9987元，同
比增长8 . 1%；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0573元，同比增
长8 . 0%。

工资性收入仍是居民可
支配收入最主要来源。上半
年，烟台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962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 . 2%，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9 . 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11951元，同比增
长7 . 3%；农村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 6 2 1 4元，同比增长
8 . 5%。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
当中占比最大的一块“蛋
糕”，工资性收入的平稳增长
对于保障居民收入整体稳定

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上半年，烟台居民人均

经营净收入2793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9 . 5%，占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17 . 3%。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3 0 0 8
元，同比增长9 . 5%，农村居民
人均经营净收入2480元，同
比增长8 . 9%。经营性收入上
半年增速亮眼，成为拉动收
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值得
关注的是，上半年烟台市农
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取得了
8 . 9%的增幅。

上半年，烟台居民人均
财产净收入1571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6 . 7%，占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9 . 7%。相比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增
幅较低，这反映出农村居民
在财产净收入增长方面仍有
潜力可挖，增收瓶颈尚待突
破。

烟烟台台居居民民上上半半年年
人人均均可可支支配配收收入入1166116644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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