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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一：汇聚“热情”能量 点燃现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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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销
奖池资金足

快乐 8 游戏是第一款全国统
一系统销售、全国统一渠道管理
的基诺型彩票游戏，是继双色球、

七 乐 彩 之 后 又 一 款 全 国 联 合 销
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
（每晚 21:30 通过中国福彩网、新
华网等网站直播开奖）的福利彩
票主力游戏。

全国统一奖池使得中奖奖金有
保障。快乐8游戏设置双奖池，其中

“选 10”玩法为单独奖池，其他玩法
为共有奖池。当奖池资金不足兑付
当期中奖奖金时，由调节基金补足，
调节基金不足时，用彩票兑奖周转
金垫支。

规则简单
中奖奖金高

快乐 8 游戏共有 80 个备选号
码，开奖号码20个，彩民投注时可从

中任选 1-10 个号码进行投注，每注
2元。其中选10中10玩法奖等采用
浮动奖金设奖，最高奖金可达500万
元，其他玩法及奖等均采用固定奖
金设奖，每个玩法设有不同的奖级，
对应不同的奖金金额，其中选 9中 9
玩法固定奖金 30 万元，为电脑票固
定奖金最高的玩法。

奖级丰富
购彩乐趣多

快乐 8 是国际彩票市场公认的
娱乐性强的基诺型彩票游戏，共有
十种玩法，39个奖级，是电脑票游戏
中奖级最多的游戏，让彩民有更好
的中奖体验；另外，快乐 8 游戏开奖
号码为 20 个，中奖号码为 10 个，开 奖号码存在冗余，即选择不同的号

码都有机会中得 500 万元。该游戏
每天开奖，必将给彩民带来更多的
购彩乐趣。

江西福彩发行 33 年来，始终秉
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
宗旨，共筹集福彩公益金 132 亿余
元。快乐 8 游戏的上市发行，为我
省筹集更多的公益金拓宽了渠道，
将为我省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
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彩票虽小，
但每一张都承载着希望与梦想，10
月 28 日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福
彩投注站，体验福彩快乐 8，向快乐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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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快乐8 向快乐出发

江西福彩快乐8游戏上市

福彩快乐 8，向快乐

出发！10 月 28 日，中国

福利彩票快乐 8 游戏在

江西南昌、赣州、吉安、

鹰潭、抚州和宜春 6市同

步上市。该游戏以“快

乐购彩”为设计理念，有

着“不同号码同中 500万

元”和“游戏万花筒”等

特点，将给江西彩票市

场注入新的活力，给彩

民带来不一样的购彩体

验和乐趣。

10 月 28 日，江西福彩快乐 8 首发式在南昌市“绿地·缤纷

城”举行，这是一场热情的首发式，也是一场快乐的首发式，还

是一场能中大奖的首发式，各种精彩“缤纷”来袭！

相关链接：

10 月 28 日，江西福彩快乐 8 游
戏在南昌、抚州、赣州、宜春、吉安和
鹰潭同步举行首发式活动，共庆福
彩快乐8上市！

仪式感必须要

生活需要仪式感，福彩游戏大
家庭中来了一名“新成员”，当然也
要有欢迎它的仪式感。省福彩中心
于28日分别在6个设区市举行了快
乐 8 游戏首发式，也寓意着该游戏
上市后能够销售长虹、红红火火。

礼品必须有

福彩游戏首先是属于彩民的，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回馈彩民
的礼物必须有。省福彩中心在6个
设区市的活动现场准备了丰厚的奖
品送给广大的彩民朋友们。彩民朋

友们拿到奖品脸上的笑容是快乐 8
上市最好的见证。

站点必须美

快乐 8 游戏就要“走进”全省
600个投注站，与彩民朋友们“朝夕
相处”了，站点作为他们的连接之
地，必须要“打扮”一番。

10月28日，是江西福彩人的节
日，更是广大彩民朋友的节日。而
这，仅仅是开始，福彩快乐8的快乐
属于每一个热爱社会公益和福利事
业、同时也热爱福利彩票游戏的热
心人士、幸运人士。

活力四射的开场鼓舞表演，
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火热气氛，在
场观众的热情也瞬间被点燃，纷

纷拿出手机记录着这一刻，现场
有些彩民已经跃跃欲试，来到旁
边的销售台买起了彩票。

精彩二：点亮“市场”之门 开启快乐之旅

江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负责人将象征开启快乐8销售市
场的“金钥匙”递交给南昌市福
彩中心负责人，紧接着，双方在

大屏幕前共同点亮“市场”之门，
现场的观众也齐声高呼“福彩快
乐 8，向快乐出发”，将活动推向
又一个高潮。

精彩三：掀起“中奖”高潮 体验购彩乐趣

彩民最喜欢的当然还是购
彩和中奖。在活动现场不仅能
够体验购彩的乐趣，同时也能
体验中奖的乐趣。因为首发式
的第二阶段就是“快乐 8 幸运
大派送”活动，只要在现场购买
10 元（含）以上的单张快乐 8 彩
票，均能参与现场抽奖活动，奖
品有蓝牙音箱、卷毯、U 型枕
等 ，非 常 丰 富 ，中 奖 率 高 达
80%。现场彩民也热情高涨，3

个抽奖台前均排起了长队。在
自己按下抽奖按钮的那一刻，
在看见自己中奖的那一刻，在
把奖品领到手的那一刻，脸上
洋溢的都是开心和快乐。

福彩快乐 8，向快乐出发！
快乐8是一款全国联销的新的基
诺型游戏，好玩好中，奖金高，返
奖率高，必将成为江西彩市的一
匹“黑马”，也必将为彩民带来不
一样的购彩体验和乐趣。

江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江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负责人心负责人（（右右））向南昌市福彩向南昌市福彩
中心负责人递交象征开启市中心负责人递交象征开启市
场大门的场大门的““金钥匙金钥匙””

激情四射的开场鼓舞表演激情四射的开场鼓舞表演抽奖活动现场抽奖活动现场

福彩快乐福彩快乐88首发式首发式

江西福彩各地共庆快乐8上市

本报彭泽讯 （记者何深宝）近日，记
者在彭泽县现代农业示范园看到，许多人
在这里购买大闸蟹。根据规格大小，大闸
蟹每公斤价格在 70 至 100 元之间。“这是
批发价格，今天销售了5000多公斤。”彭泽
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高金春说，“今年，
彭泽县养殖大闸蟹面积 2 万多亩，总产量
约200万公斤，产值超亿元。”

彭泽县素有“江南鱼米之乡”美誉，是
我国著名的鲫鱼之乡。彭泽鲫原产于该
县丁家湖、太泊湖、芳湖等水域。1983 年
以来，彭泽鲫作为该县的特色拳头农产

品，享誉大江南北。该县彭泽鲫良种场
每年向全国各地销售彭泽鲫鱼苗 5 亿尾
以上。同时，全县彭泽鲫养殖面积超 10
万亩，年产量达 2.46 万吨，年产值达 3.45
亿元。

近年来，该县实行错季养殖、错峰销
售彭泽鲫，做到每天都有彭泽鲫上市，改
变了以往每年 11 月后集中上市导致价格
低的情况。记者在该县现代农业示范园
了解到，用循环水养殖的彭泽鲫，在长 20
米、宽5米的养殖水槽中逆水运动，产量和
品质都得到提升。“彭泽鲫非常俏销，供不

应求，一条 0.5公斤左右的彭泽鲫，市场零
售价为15元。”高金春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2016年初，该县以
工业化理念抓农业，整合资金 3.5亿元，按
照“规模化生产、品牌化经营”要求，流转
土地 10 万亩进行综合开发，建设现代农
业示范园。如今，田成块、路相通、渠相
连，示范园做到了旱能灌、涝能排，旱涝
保收，不再靠天吃饭。田里养殖了大闸
蟹，水美蟹肥。“我们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方式，实行‘稻蟹共作’，规模养殖大
闸蟹，亩产大闸蟹约100公斤，每亩利润在

5000 元以上，是传统种植业的 4 至 5 倍。”
高金春说。

该县还在现代农业示范园内实行“稻
虾共作”，规模养殖小龙虾，养殖面积10万
亩，年产量约 2万吨，年产值达 5亿元。同
时，养殖了200亩青虾。养殖品种多元化，
让养殖户能致富，贫困户能脱贫。目前，
该县有近 2000 户农民从事彭泽鲫、大闸
蟹、小龙虾和青虾养殖，其中万亩以上的
养殖户有 2户，千亩以上的养殖户有 5户，
百亩以上的养殖户有 100 多户，他们水中
捞“金”，过上了幸福生活。

彭泽鲫、大闸蟹、小龙虾年产值均超亿元

彭泽水产“一鲜”变“三鲜”助农致富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

子）记者近日从国网江西省
电力有限公司获悉，国网江
西电力致力加强贫困地区
电网建设，通过实施产业扶
贫、光伏扶贫、消费扶贫、教
育扶贫，交出了一份服务脱
贫攻坚的亮眼成绩单。

国网江西电力始终把
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和民心工程，建立省市县
一把手负责制。全省 976个
乡镇供电所全覆盖、零距离
对口联系贫困村，创新建立

“一竿子插到底”的灵活电
力扶贫工作机制。累计安

排 83 亿元投入贫困县配电
网建设，使贫困县电网供电
可靠率达到 99.8%、综合电
压合格率 99.81%；投入资金
3.53 亿元，用于光伏扶贫电
站配套电网建设，及时转付
国家补贴 11.31 亿元。公司
还选派 234名优秀干部驻村
帮扶，建立党员结对帮扶机
制，累计帮扶 6922 户、24704
人脱贫。国网江西电力落
实低保户、五保户优惠用电
政策，累计减免电费 3.2 亿
元；同时建立贫困家庭助
学、招聘优先机制，为贫困
户脱贫提供扶智平台。

国网江西电力精准扶贫创佳绩

“牛肉、土猪肉不错，还
有土鸡蛋，我都要。”

“我买两只土鸡。”
…………
10月24日，南昌县八一

乡懿康农庄消费扶贫展示
馆广场上人头攒动，吆喝声
此起彼伏，一场“全民消费，
助力攻坚”消费扶贫体验活
动在这里拉开帷幕。活动
现场，米、面、油、米粉，以及
猪肉、牛肉、土鸡、土鸭和产
业大棚种植的生态蔬菜等，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前来
体验消费的干部职工及周
边群众踊跃选购，以实际行
动参与消费扶贫。

为搞好这次活动，八一
乡扶贫办提前制订工作方
案，并向广大党员干部、企

事业单位职工发出倡议，号
召大家积极参与消费扶贫；
鼓励乡机关、村（居）、乡属
单位、中小学校、卫生院等
单位食堂，同等条件下优先
选用扶贫农副产品，建立长
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

“今天我卖了 40 只肉
鸽 ，希 望这样的活动经常
搞。”钱溪村残疾人章星辉带
来的40只肉鸽被抢购一空，
心里特别高兴。依靠肉鸽养
殖，老章 2017 年实现脱贫。
当天，扶贫展示馆通过线上
线下销售，销售额达 3.5 万
余元。活动中，该乡产业扶
贫基地还与10余家单位、爱
心企业签订了扶贫产品定
向采购合作协议，总金额达
20余万元。

爱心助力脱贫
罗春华 本报记者 蔡颖辉

10月28日，萍莲高速高架桥宛如一条玉带，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经过建设者们奋力拼搏，由中铁十一局负责
施工的萍莲高速A4标段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玉带”蜿蜒

本报赣州讯 （记者唐
燕 通讯员袁萌）10月24日，
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与威
高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威高
集团赣州项目、威高赣州医
疗产业园项目正式落户章贡
区。据了解，威高集团赣州
项目总投资 50亿元，主要生
产病房及手术室医疗设施、

血液透析设备等，总占地面
积500亩。项目建成达产后，
预计5年内可实现营业收入
100亿元，纳税超5亿元。

近年来，章贡区将生物
医药作为首位产业，搭建了
集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医
药物流、医疗服务等为一体
的大健康产业体系。

章贡区首位产业再添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