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亿元派奖+6300张千元加油卡
福彩刮刮乐新春大礼包惊艳来袭

福彩刮刮乐派奖营销活动
开始啦！1月18日至3月5日，购
买福彩刮刮乐“辛丑牛”10元或
20元票的彩友，不仅有机会获
得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送出的派奖奖金，还有机会中
得价值1000元的加油卡。全国
预计送出2亿元派奖奖金，全省
送出6300张千元加油卡！

亿元派奖刮刮乐
送福送彩送油卡

1月18日0时至3月5日17时

(以销售系统实际兑奖时间为
准 ) ,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对购买1 0元、2 0元“辛丑
牛 ”生 肖 票 且 单 张 彩 票 兑 取
5 0元、2 5万元以及100万元的
购彩者给予派奖奖励，每个奖
等的派奖金额等于相应奖级
的设奖金额。全国派奖奖金预
计2亿元！

在福彩刮刮乐派奖活动期
间，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同步推出刮刮乐营销活动。期
间，在山东省内购买福彩刮刮

乐10元、20元“辛丑牛”生肖票
的彩友，每日9点至2 1点 (活动
最后一天为 9点至 1 7点 )通过

“山东福彩中心”微信公众号
扫描彩票保安区覆盖膜下的
二 维 码 ，即 有 机 会 获 得 面 值
1000元的加油卡。全省共送出
6300张面值1000元的中石化加
油卡。

奖金、奖品兑取方便
及时领取莫弃奖

本次派奖活动时间以即开

票销售系统实际兑奖时间为
准，相应奖等的中奖者，应在
规定时间内及时兑取中奖奖
金并获得派奖奖金，其中，派
奖奖金为25万元和100万元的
须到市福彩中心兑奖；派奖奖
金 为 5 0 元 的 到 销 售 站 点 兑
奖；通过即开票销售展示柜购
票，使用“山东福彩展示柜”微
信公众号进行兑奖的，派奖奖
金直接发放到中奖者的微信钱
包中。

中得加油卡奖品的用户，中

奖后应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奖品
由第三方服务公司通过快递进
行寄送。3月8日17点前不能准确
填写个人信息的，视为弃奖；3月
12日24点前，因中奖者个人原因
无法签收快递的，视为弃奖。(活
动详细规则可登录山东彩票网
或关注“山东福彩中心”微信公
众号查询)

2021年，中国福利彩票祝
大家福牛贺岁转乾坤，有福有
彩中国牛！

(综合)

牛气冲天！烟台彩友收获双色球 1000万大奖
2020年12月29日晚，双色球

游戏进行第2020133期开奖。当
晚全国中出一等奖3注，每注奖
金1000万元！我省烟台市莱州
37068345号销售站彩友以机选
单式的投注方式，幸运中得其中
1注一等奖！近日，大奖得主牛女
士(化姓)来到烟台市福彩中心，
办理相关领奖手续。

牛女士介绍，她是福彩的老
彩友，并且独爱双色球。“我第
一次买彩票是听别人说的，觉
得还挺有趣就开始买。虽然买
彩的时间长，但我买的不能算
是多，偶尔下班或者外出办事

路过销售站，才会进去买几注。
有时候自选、有时候机选，顶多
花10块钱。”牛女士说，自己中
奖的这张彩票，是开奖前一天
晚上，她和爱人逛完超市看到
福彩站，就进去机选了5注，买
完后自己也没当回事儿，收好
彩票就回家了。

“我是在开奖第二天凌晨四
五点的时候知道中奖的。那天醒
得比较早，看微信有一个群里说
我们这地儿中了个大奖。于是我
就拿出了彩票对了对号码，发现
真的是我中了！”牛女士回忆，自
己赶紧上网又查了一下，发现彩

票的第一注号码和开奖号码，真
的是一模一样！不敢相信中奖的
牛女士又叫醒丈夫，俩人一起再
次确认了一下——— 是真的！那个
1000万的大奖得主是自己！

“我爱人也买彩票，但我俩
面对这个千万大奖，最大的感觉
就是‘意外’，因为从没想过自
己会中如此大奖。不过我俩的
心情都很平静，已经对今后生
活的方式、奖金的用途达成了
一致意见。”牛女士介绍，千万
大奖必然会提高生活质量，但
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轨迹。
未来的日子里，她和爱人会继

续像以前一样工作，生活也会
如常进行，但会提高老人的生
活质量，帮助需要帮助的兄弟
姐妹们，至于彩票，她和爱人也
会继续购买，依然像以前那样，
偶尔买几注，给生活增加一点
乐趣。

在领奖的最后，牛女士说自
己很幸运，能被双色球大奖所眷
顾，也要感谢福彩，不仅为福利
事业做贡献，还给了彩友中奖的
机会，不过自己仍然坚持原本的
观点，那就是买彩票一定要重在
参与，也希望有更多的彩友能收
获幸运！ (刘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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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1传102，“超级传播”再敲防疫警钟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仍然需要减少非必要的人员流动，防
止各种疫情“输入”。能不聚集就不要聚集，能少扎堆就少扎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给新冠
肺炎“超级传播”创造机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王学钧

1传102！1月17日下午，吉林
省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
报，吉林省本次疫情传播链条清
晰，为黑龙江省望奎县无症状感
染者输入吉林省后引发本地传
播，其中102例续发感染者为同一
输入病例林某传播，目前发现其
已引起79名密切接触者、23名次
密切接触者感染。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这显
然是一次“超级传播”。作为一种
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新冠肺炎
特别容易形成烈度超过“1传10”
的“超级传播”现象。疫情发生以

来，相关新闻时有耳闻。仅在东北
地区，也早已有着诸如哈尔滨“1
传44”、大连“1传33”之类的“先
例”。尽管如此，一个人引发102人
感染，如此严重的“超级传播”还
是足以令人震惊。更何况，相关流
调溯源还在继续，“超级传播”的
链条也许还会拉得更长。

这次“超级传播”再次为疫情
防控敲响了警钟。作为“1传102”
中的“1”，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林某来自外地，属于输入病例。据
报道，林某从事个体营销职业，黑
龙江籍，近期多次往返于黑、吉两
省，活动范围广，接触人员多。1月
6日至11日，这位“培训讲师”曾先
后在吉林省公主岭市、通化市的

两家养生馆开展过4次对中老年
人的营销推广活动，在不知不觉
中将新冠肺炎病毒传染给了参与
活动的人员。

这无疑是一种提醒——— 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严峻，仍然需要减少非
必要的人员流动，防止各种疫情

“输入”。
这次“超级传播”跟人群聚集

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这次“超级
传播”是因为两个养生馆举办的
四次“养生培训”。作为一种营销
手段，“养生培训”将三四十人聚
集在不足一百平米的密闭空间
里，在极少有人戴口罩的情况下
进行“亲切交流”。也正是因为有

了这样的扎堆，作为“养生讲师”
的无症状感染者林某才成为“超
级传播者”，将新冠肺炎病毒传染
给了那么多的人。

这无疑是一种提醒——— 在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今天，不
扎堆就是最好的养生。由此看
来，吉林省市场监管厅事后及时
印发《关于加强对疫情期间以会
议、授课等聚集方式开展营销活
动监管的紧急通知》，要求开展
全面摸排，引导经营者暂停会销
现场活动，防止因聚集式活动导
致疫情传播，实在是做了一件正
确的事。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超级
传播”中的被感染者多为老年

人。除了作为传染源的“养生讲
师”，因参加“养生培训”而感染
新冠肺炎者只有两人不到60岁。
这些正忙着养生的老年人，更易
受到各种“养生讲座”的吸引。也
恰恰是老年人群体，对气势汹汹
的新冠肺炎最缺乏抵抗力，最容
易被传染。

这无疑又是一种提醒——— 对
老年人而言，无论某些“活动”多
么有诱惑力，能不聚集就不要聚
集，能少扎堆就少扎堆，千万不
要心存侥幸，以免给新冠肺炎

“超级传播”创造机会。家有老人
者也该多多注意，以细致入微的
看护让家里的老人远离各种聚集
性传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孔雨童

牛年的春节很快就要来了。这
将是个特殊的春节：全世界新冠

“危机”未解，国内近期多地出现偶
发聚集性疫情，而春节动辄几亿的
人员流动，又将进一步冲击抗疫防
线，带来不小的疫情扩散隐患。在
这一背景之下，从中央多个部门到
地方的很多城市，都先后发出了

“留在就业地过年”的倡议。
在众多倡议中，浙江义乌市

于1月17日发布的一则通告，又尤
其“特别”。

说其特别，是因为在这则通告

中，除了真诚建议“外来建设者、港
澳台同胞、外籍友人留在义乌过大
年”，还能看到当地政府为留下过
年的务工者细细思忖和准备的诸
多暖心又实在的措施细节。

比如，让外来务工者能有实
在获得感的“新年红包”：《公告》
规定，留义过年人员可通过支付
宝申领“新年红包”电子消费券
500元/人，可于2月11日（大年三
十）——— 2月26日（元宵节）在全市
线下消费场所使用；同时，鼓励企
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
支持企业合理安排生产、错峰放
假调休，以岗留工、以薪留工。

比如，安排了很多措施来充分

保障大家春节期间的便利：《公告》
规定春节期间义乌全市各大超市、
快递网点正常营业；每天将通过微
信公众号公布餐饮店、便利店、洗
衣店等生活服务单位营业地图。

政府还提供了很多暖心福利：
如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非遗
馆、全民健身中心社区足球场等公
共文化场馆及设施免费开放；停车
场免收停车费，市内公交车免费乘
坐；留义过年人员可免费获得20G
/人的流量包（于2月3日-2月7日发
放）；1月22日-2月26日可免费收看
义乌广播电视台有线数字电视节
目和点播节目等等。

此外，对于春节期间开业的

餐饮企业，政府根据规模不同发
放10万到3000元不等的补助；外
来建设者春节不返乡，政府开通
专门平台帮找工作；怕大家不回
家过年情绪有波动，当地政府还
开通了双语热线，过年期间如果
有需求，还能随时找人聊聊天。

方方面面，不可谓不周到。值
此全国万众一心，共筑战疫防线，
保卫战疫成果的关键时刻，“留在
工作地过年”的倡议固然应该获
得理解支持，但对于有“回家过
年”传统情结的国人来说，做出这
样的决定，是需要克服一些情感
需求的。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俯
下身来关注百姓所需所求，给予

真诚关怀，科学引导，实在奖励的
行动，会让大众在“应该支持”之
余，有更多“愿意支持”的回馈。

因此，我们想由衷地为制定这
些高效又温暖政策的义乌市政府
点个赞，为他们的“用心”留人点个
赞。措施背后，能看到对每个普通
个体的关注、重视和呵护。在过去
的一年中，我们国家的“战疫”行动，
也正是带着这种精神和态度，为每
个普通人筑起了坚实的安全防线。

相信被温暖留下过年的工作
者们，也会释放更多的温暖团结。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这种温暖团
结，也必将成为支撑我们战疫胜
利的重要底色。

出实招留人，为义乌点个赞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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