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彩刮刮乐凭借即买、即开、即
中、即兑以及返奖率高、品种多样等
特点深受彩友的喜爱。2022年上半
年，山东即开票销售额超9 . 44亿
元，筹集彩票公益金1 . 88亿元。刮
刮乐在为山东彩友带来快乐的同
时，也送来了大奖惊喜——— 2022上半
年，山东共兑出1万元及以上刮刮乐

大奖453个，其中6个100万元大奖、3
个80万元大奖、3个50万元大奖！

据统计，453个大奖分布在全省
16市，其中，青岛彩友运气最佳，包
揽70个大奖，奖金合计505万元；济
南和济宁并列第二，各斩获57个大
奖；临沂彩友虽中得26个大奖，但中
得2个100万元大奖，大奖总奖金高

居第二名，奖金合计338万元。
453个刮刮乐大奖覆盖31个品

种的刮刮乐，既有“壬寅虎”“888”
“状元卷”等2022年上市销售的刮
刮乐新票，也有“好运十倍”“发奖
金”“鹊桥会”等久经彩市的经典
票。31款彩票中，3万元及以上大
奖数量最多的是经典票“发奖金

(2元)”，共产生31个3万元大奖；
其次为“壬寅虎20元票”，产生18
个5万元大奖；“好运十倍”大奖数
量位居第三，产生9个大奖。此外，

“花满堂”“状元卷”“夺冠”“财富
密码”“唐潮-新彩绘散乐浮雕”均
诞生了100万元大奖。

(晨雪)

453个万元以上大奖，1 . 88亿元公益金，
山东福彩刮刮乐半年成绩单出炉

中奖地市 中奖个数

青岛市 70个

济南市 57个

济宁市 57个

烟台市 43个

潍坊市 42个

临沂市 26个

枣庄市 24个

淄博市 21个

滨州市 20个

菏泽市 18个

威海市 15个

泰安市 14个

日照市 14个

东营市 11个

德州市 11个

聊城市 10个

6月14日，福彩双色球进行第
2022067期开奖。青岛彩友车先生
(化姓)凭借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福
彩37020822号销售站购买的一张机
选单式彩票，中得当晚一等奖1注，
奖金6787147元！近日，车先生来到
青岛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大奖登记
手续。

车先生说，他已经购彩多年，是
福彩的铁杆彩友，并
且一直坚持机选号
码，很少自己选号。

“双色球游戏我已经
买了很多年了，基本
上每期我都会至少机
选5注单式号码。”车
先生说，“能中双色球
头奖的好运气是可遇
不可求啊，我看到中
头奖的人投注方式多
种多样，机选一样有
机会中大奖，并且我

买彩票也是为了献分爱心，中不中
奖没那么看重。”

据了解，这次中奖彩票的销售
站点为37020822福彩站，也是车先生
经常光顾的站点，和站里的工作人员
郭忠良也非常熟悉。开奖当晚，车先
生就接到了郭忠良的报喜电话，当时
他还有些不相信，让郭忠良再核实一
下，是不是搞错了。等到再次接到郭

忠良的电话，车先生才
确信自己真中了大奖，
心情非常高兴，安排好
手头的工作，就赶来领
奖了。“我一直很喜欢双
色球，但很少自己选号，
除了机选号码，我还经
常参与合买，多年来从
购彩中也收获了不少
乐趣，以后肯定还会继
续支持福利彩票，继续
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
心。”车先生说。

2022年1-6月山东即开型
福利彩票大奖分布

不爱选号
他机选彩票中678万元双色球大奖

腰鼓擂擂，一声秦腔道

出西北大地的历史人文底

蕴。近日，中国福利彩票刮刮

乐新游戏“美味食足”在山东

上市。“美味食足”以中国西

北地区特色美食为主题，将

牛肉面、酿皮、锅盔、手抓羊

肉、甜胚子五种美食分别作

为每张彩票的主画面，组成

该系列套票，带彩友品味舌

尖上的中国，展现彩票的文

化内涵价值。

游戏规则：刮开覆盖

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

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

刮出“ ”或“ ”图符，

即可获得50元奖金。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头奖25万元！
舌尖上的彩票“美味食足”山东上市

相关链接

青岛、烟台开启“美味食足”营销活动
7月7日至7月26日。在青

岛市福彩即开票销售场所(需
配备即开票销售终端设备)购
买“美味食足”刮刮乐的彩友，
单张彩票中500元可再获赠面
值500元的即开票，单张彩票
中10元可再获赠面值5元的即
开票。活动预计送出价值105
万元(可能略有结余或超送)
的刮刮乐，若105万元即开票
提前送完，则活动结束，青岛
市福彩中心将根据活动开展
情况适时发布活动结束通知。

7月7日至8月6日，烟台市
福利彩票中心针对即开票“美
味食足”游戏开展系列营销活
动。活动期间，购彩者在烟台
市福利彩票销售场所购买即

开型福利彩票“美味食足”游
戏，单张彩票合计中得50元可
再获赠面值20元的即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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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2万
增速高出城镇居民3 . 3个百分点，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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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下午，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举办“走在前、开新局”主题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介绍打
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有关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2021年，山东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
次突破2万元关口，山东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取得重要阶段性成
效，其中农民精气神不断提振。

据介绍，山东把促进农民增
收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深化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路子，
促进村集体和农民群众“双增
收”，目前，全省村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达到4万多家、入社农户440
多万户。2021年，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794元，增速
高出城镇居民3 . 3个百分点。

今年，我省深入推进实施城
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当
年安置乡村公益岗32万人次，重
点消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
民工资性收入。

发布会上，山东省委农办主
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乡村振

兴局局长李希信介绍，脱贫攻坚
成果持续巩固拓展。贯彻落实中
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求，5年过
渡期内保持帮扶政策、资金支持、
帮扶力量总体稳定，坚决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继续对
190 . 2万脱贫享受政策人口进行
帮扶，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

和农村饮水安全成果。确定20个
县（市、区）作为省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出台支持政策，开展衔接
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建设。健全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2021年以来，全省新识别认定监
测帮扶对象 2万人，累计纳入
5 . 61万人，全部落实针对性帮扶
措施，有效防止了返贫和新致贫。

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新一轮
调整将于7月12日24时开启，有望
迎来年内首次“两连跌”、年内第
三次下调，届时除海口、西藏地区
以外，其他全国主要城市92号汽
油或将告别“9元时代”。按照普通
家用小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算，
加满一箱油或将少花15元左右。

近期国际油价先抑后扬，整体
走势呈现宽幅震荡。金联创成品油
分析师路乔惠介绍说，美国经济数
据不佳加剧了经济衰退担忧，市场
避险情绪升温导致油价宽幅下跌。
同时，在高油价下，欧美终端石油
消费受到一定抑制，欧美消费旺季
下需求增长不及预期的表现也令
市场开始担忧供需格局。后期随着
俄罗斯暂停里海管道联盟的输油
管线业务，市场预计在未来一月将
再度失去3000万桶原油供应，忧虑
情绪推动油价开始反弹。

截至7月8日收盘，纽约商品
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
价格收于每桶104 . 79美元，9月

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107 . 02美元。

据卓创资讯测算，截至7月8
日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
油变化率为-5 . 46%，预计汽、柴
油每吨或下调325元，折合升价92
号汽油、0号柴油或分别下调

0 . 26元、0 . 28元。
中宇资讯和金联创两家机构

测算的国内汽柴油下调幅度在
340元/吨。路乔惠表示，距离调价
窗口仅剩一个工作日，本轮零售
价或将迎来“两连跌”，幅度或在
370-400元/吨，折合升价约为

0 . 3元左右。
中宇资讯监测数据显示，

2022年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经历
共计12轮计价周期，其中10次上
调、2次下调，涨跌互抵后，汽油上
调幅度共计2400元/吨，柴油上调
幅度共计2310元/吨。

路乔惠表示，本轮成品油零
售限价或迎来年内第三次下调，
届时除海口、西藏地区以外，其他
全国主要城市92号汽油有望告别

“9元时代”。按照普通家用小汽车
油箱50升容量来算，加满一箱油
或将少花15元左右，暑期居民出
行成本将再度降低。

在浓厚的降价预期影响下，
近期国内成品油批发价格也是整
体呈现出了下滑走势，国内加油
站理论零售利润较为可观，多数民
营加油站均采取降价促销手段。卓
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介绍说，
以山东地区为例，多数民营加油
站优惠幅度达到0.5-1元/升，个别
站点限时促销优惠力度更是达到

2元/升。中石化、中石油等主营单
位加油站虽然并未出现普遍的直
降优惠，但充值返利等活动目前
也是较为常见。零售限价即将再
次下调，叠加各种加油站优惠活
动，消费者用油成本将会继续降
低。

展望后市，尽管石油需求预
期可能下调，但目前供应紧张的
局面短期难以缓解，不少产油国
由于投资不足在产能提升上存在
困难，OPEC+增产计划也难以落
实，利比亚、厄瓜多尔、挪威等产
油国近期还出现了部分生产中断
的情况，综合来看，预计国际油价
运行中枢将有所下移，但下方支
撑仍存，或限制油价下行空间。

综合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等

油价或迎“两连跌”，92号汽油有望告别“9元时代”

等过了今夜12点 加箱油或少花15元

对广大车主来说，12日24时之后加油更为划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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