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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福彩

3月25日，财政部公布了2014

年中央财政预算。根据《2014年中
央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2014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预
算表》、《2014年中央本级政府性
基金支出预算表》、《2014年中央
对地方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
算表》公布的相关数据，今年中
央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数为
468 . 36亿元，比2013年中央彩票
公益金收入执行数增长10%；包
括2013年结转收入61 . 42亿元在
内，今年中央彩票公益金可安排
支出预算数为529 . 78亿元，其中，
中央本级支出327 . 58亿元，对地
方转移支付202 . 2亿元。

2014年安排的中央本级彩票
公益金支出预算中，用于残疾人
事业、文化事业、红十字事业和
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
出预算显著增加，其中，2014年用
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
出预算数比2013年执行数增加了
100 . 2%。

2014年预算收入
468 . 36亿元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们可支配
的用于消费的收入不断增加，彩
民队伍日益壮大，近年来，我国
彩票市场获得了高速发展，彩票
总销量保持了逐年增长的势头。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最近五
年，我国彩票销量年增长速度均
在18%以上，2011年的彩票年销

量增幅更是高达33 . 3%。
受益于全国彩票年销量的持续
增长，每年中央收缴入库的彩票
公益金数额也稳步增加。考虑到
彩票年销量持续增长这一因素，
财政部每年中央财政预算中关
于中央彩票公益金的收入预算
数，都会依据上一年度中央彩票
公益金收入执行数，预算一定的
增长比例。

同时，这也是财政部自2012

年以来，连续第三年将中央彩票
公益金预算收入数比上一年执
行数增加比例定为10%。2010年
中央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数比
2 0 0 9年收入执行数增长1 . 7%，
2011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
数比 2 0 1 0 年收入执行数增长
5 . 6%，2012年-2014年每年中央彩
票公益金收入预算数均比上一
年收入执行数增长10%。

中央本级支出预算
继续下降

2013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支出
预算中，中央本级支出安排的资
金为319 . 14亿元，占中央彩票公益
金2013年支出预算总数的65 . 24%，
与2012年70 . 32%的占比相比，下降
了5 . 08个百分点。在2014年的中央
彩票公益金支出预算中，中央本
级支出安排的资金占比继续下
降。《2014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
预算表》显示，今年中央彩票公益
金安排的支出预算数为529 . 78亿
元，与2013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支出
执行数450 . 09亿元相比，增长了
17 . 7%。其中，中央本级支出安排
的资金为327 . 58亿元，占中央彩票
公益金2014年支出预算总数的
61 . 83%，与2013年中央彩票公益金
支出预算安排的本级支出预算占
比(65 . 24%)相比，下降了3 . 41个百

分点。
除安排中央本级使用以外，

2014年中央彩票公益金安排用于
地方转移支付的预算数为202 . 2

亿元，比2013年执行数147 . 01亿
元增长了37 . 5%。

残疾人事业
支出预算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安
排的中央本级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出预算中，用于残疾人事业的
彩票公益金支出预算数最多，高
达8 . 31亿元，比2013年执行数
4 . 15亿元增加了100 . 2%。另外，用
于文化事业、红十字事业和社会
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预
算也显著增加。

相比之下，2014年中央本级
彩票公益金用于补充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体育事业、教育事业
的支出预算数都少于2013年的执

行数；而用于农村医疗救助、法
律援助的预算数与2013年执行数
一样。

具体支出预算为：补充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支出269 . 81亿元，
社会福利支出3 . 88亿元，体育事
业支出2 . 54亿元，教育事业支出8

亿元，红十字事业支出4 . 46亿元，
残疾人事业支出8 . 31亿元，农村
医疗救助支出1亿元，文化事业
支出5亿元，法律援助支出1亿
元，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支出23 . 58

亿元。
根据《2014年中央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算表》，今年中央彩票公益
金收入预算数为468 . 36亿元，比
2013年执行数425 . 7 8亿元增加
42 . 58亿元，增长10%。财政部在《关
于2014年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的
说明》中表示，主要是预计2014年
彩票市场销售量继续增长，相应
增加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

22001144年年中中央央彩彩票票公公益益金金收收入入预预算算公公示示

近五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情况 近五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支出预算情况

春风化雨时节好，小盘游戏胜
算高。若问吾兄何才能，神机妙算奖
金捞。不要笑，也不要怀疑，泰安彩
友中还真有这么一位深藏不漏的高
手，根据往期遗漏和自己的独门计
算公式算出了和值，又深感自己当
天运势颇佳，于是豪爽地在熟悉的
两个投注站大手笔加倍投注当期福
彩3D。令人称奇的是，当晚泰城的这
位“神算哥”狂澜380注3D单选奖，38

万元揽入囊中！

一场春雨不仅化解了干旱的天
气，也为钟情小盘游戏3D的泰城彩
友带来了久违的甘霖。4月11日，随
着3D游戏第201493期开出中奖号码

998，泰安彩友廖先生不禁喜上眉
梢，欢欣雀跃！因为自己当日累计投
入了800元购买福彩3D游戏，不偏不
倚，自己选择的投注号码，就是这组
和值为26的998。几天之后，当他喜滋
滋地来到泰安市福彩中心兑奖的时
候，工作人员反复核对廖先生拿出
的七张倍投彩票，电脑验票、兑奖加
人工合计，最后确认廖先生一共中
得当期3D游戏380注单选奖，奖金合
计38万元！

作为福彩3D游戏的资深忠实粉
丝，廖先生对兑奖规则了如指掌，他
不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笔奖金含

金量高，不需额外支付个人偶然所
得税，而且还为一人独中380注单选
奖深感自豪。廖先生表示，来市福彩
中心兑奖前，他已登录山东福彩网
查询过当期3D游戏的开奖公告，得
知当期全省一共中出1300余注单选
奖，而他成功地将这些单选奖的近
四分之一揽入自己怀中！虽然自己
之前也经常命中和值，进而中得几
注单选奖，但由于谨慎起见没有大
力倍投，偏巧这次如有神助一般豪
爽倍投，竟然一举功成，可见幸运之
神何其眷顾！在场的人纷纷求教廖
先生选号投注心得，谦虚了好一会
儿，他说自己只有20个字的福彩购彩
总结：“跟着感觉走，技巧作帮手。中
奖号一出，才知有没有。”这可真是
位名副其实的“神算哥”啊！(胡亚楠)

泰泰安安彩彩友友如如有有神神助助
倍倍投投33DD豪豪取取3388万万元元

目前火爆销售的“幸运双色球”
充分展现了双色球游戏的各种特点。
红、蓝两个票面对应双色球的红、蓝
球，高面值、高奖金的特点也与双色
球游戏的大盘玩法特点相一致。彩票
玩法更是特点鲜明，创造性的将双色
球游戏的玩法特点发扬并拓展。玩法
一可谓“纸面上的双色球”，比如对中

“六个红球+一个篮球”即可获奖100

万元；玩法二采用九宫格形式，只要
出现“全红”或“全蓝”图符即可中
奖；玩法三为刮图符，获固定奖；玩法
四为对数字，红球与篮球一致即为中
奖。

该款彩票面值20元，头奖100万
元，凡单张彩票仅中得10元奖金者，
则再送30元刮刮乐彩票(具体品种不
限)。自该票在山东上市销售之日起，
至销售结束之日止。全省所有刮刮乐
销售点均参与此次促销活动。

刮刮刮刮乐乐““幸幸运运双双色色球球””彩彩票票
促销活动火爆进行中

在购彩方面，彩友刘
(化姓 )先生可是位“长跑”
健将。近日，他凭借持之以
恒的耐力和“金子塔”式的
独门投注“绝技”一举揽获
1注高达73 . 8万元的大奖。

到市福彩中心兑奖处
领奖时，刘先生兴致勃勃
地介绍了他的独门投注

“绝技”：“我是最早的一批
福彩彩友，有一次我发现
曾经买过的1注‘双色球’
往期号码和后来某一期摇
奖号码一模一样，当时如
果抱着买的话肯定能中头
奖。打那以后，我就采用

‘金字塔’式的投注方式，
以一年为期，每期除坚持
投注之前购买的号码外再

新增一注新号码，所有的
号码都是机选出来后统一
改蓝号。你别说，坚持这种
方式‘长跑’了好几年，虽
说没中过大奖，但小奖几
乎期期中，蛮有意思。”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
先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
的大奖。据介绍，那日他来
到福彩投注站购彩，共花
28元买了14注第2014018期
“双色球”，中奖的那注正
是他前两期机选的1注号
码。到市福彩中心领奖时
刘先生说：“看来我这招

‘金字塔’还挺管用，以后
还得继续‘长跑’，争取拿
冠军！”

七乐彩作为全国联销
的中盘玩法，游戏规则简单
易懂，一等奖频出，且奖金
经常高达百万之上而颇得
大家的厚爱。4月16日晚，七
乐彩第2014043期开出基本
号码：02、03、08、11、19、22、
23，特别号码04。当期，广西
彩民王先生以复式12个码
斩获一等奖1注、二等奖7

注、三等奖28注、四等奖84

注、五等奖126注，210注六
等奖，140注七等奖，共86万
多元。
据了解，王先生早年从单位
辞职，出来和妻子在当地做
生意。这夫妻档分工合作，
他负责进货，妻子负责销
售，生意做得在当地同行中
算是小有名气。十几年前加
入福彩行列，王先生最喜爱
的游戏就是双色球和七乐
彩。妻子对他这一项爱好也

是非常支持！王先生喜欢采
用复式购彩，他认为复式中
奖率高奖金多。每天只要有
时间他都会打开电脑，看走
势图找灵感，到投注站选上
几组自己心仪的号码进行
投注。在这么多年中，最多
的一次是曾中过双色球三
万多元。
在七乐彩第2014043期开奖
日，他买了一组早已选好的
号码进行投注。晚上吃完晚
饭后，两口子出去散步，回
到家就开电视看摇奖。在得
知自己中得七乐彩一等奖
时，非常惊讶！开玩笑的说
到：“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次
真的是喜从天降”。
王先生和妻子计划，这笔奖
金先存在家里再做打算，以
后还会继续支持福利事业，
争取有机会中一次双色球
一等奖！

独门“金字塔”投注法力

助彩友夺双色球73 . 8万元

只要有时间就选号

执着彩友终获七乐彩头奖8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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