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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彩票弃奖高达16亿 粤苏浙三省占三成

近期，财政部公布《2013年全
国彩票公益金账本》，数据显示
2013年全国彩市弃奖达160332万
元！如此庞大的数字，在宣告着弃奖
者莫大的遗憾。

中奖对于彩民来说已属不易，
中千万大奖更是彩民梦寐以求的幸
运！千呼万唤，左等右等之余，一注
一注弃奖让我们宛然叹息，不经感
叹弃奖者的心情，或许比懵然不知
自己中奖要遗憾得多！但是可以安
慰的是，弃奖奖金纳入了彩票公益
金，就当自己做了一件大大的善事，
好心有好报，好运还会来。

16亿，如此数据令人惋惜！

近观全国彩市这两年的弃奖数
据，2013年全国彩市逾期未兑奖奖
金160332万元，相比2012年逾期未
兑奖奖金137069万元，又增加近3

亿元。
从各省来看，相比2012年，

2013年除江西、湖南、广西三个地
区弃奖奖金稍有下降之外，其他28
个省市弃奖奖金都有不同程度的上
浮；弃奖金额在亿元以上省份在增
加，而在千万以下省份却在减少，都
在朝更高的数额发展，弃奖悲剧频
繁上演，着实遗憾！

弃奖亿元以上省份个数在增加

从各省数据来看，2013年全国
彩市弃奖奖金在亿元以上的省份有
广东、江苏和浙江，这3个省份的弃
奖金额总数就占全国彩市弃奖金额
总数近30%；2012年，弃奖奖金达亿
元以上的省份有广东和江苏，2个省
份的弃奖金额占总数近20%；相比
这两年，2013年弃奖亿元以上省份
又多一家！

弃奖千万以上省份也在增加

分析近两年各省弃奖奖金，不
难发现，弃奖千万以上的省份也在
逐年增加，2013年弃奖奖金在千万
以上的省市达29个，比2012年增加
2个。

2012年的海南、西藏、青海和
宁夏4个地区弃奖奖金均在1000万
以下，而2013年除了西藏弃奖495
万，宁夏弃奖892万外，海南和青海
两地弃奖奖金也已经步入1000万
以上的行列。

深度追踪 大奖因何被弃？

彩票中奖不易，弃之可惜，但总
有些彩民因为种种原因而与幸运大
奖失之交臂。究其原因，不外乎如下
几点：
1、“我没那么幸运”心理导致。

采用机选或者现场即兴选号，选了
什么样的号码不记得，觉得自己不
会中奖，而错过了大奖。

2、“我是马大哈”型。偶尔买彩
后随手将彩票放在一边，造成丢失，
最后无法查证、兑奖；误看、错看、漏
看了号码，产生错觉，没有发觉自己
中大奖。

3、不了解彩票规则。一时兴起
购彩，购买后未核对中奖号码，不知
道自己会中奖；不清楚游戏规则中
有关兑奖期限的规定，不知不觉错
过有效兑奖期。
4、异地购买彩票。外地出差、

游玩时心血来潮购买的彩票，未及
时核对彩票后就离开购买地，最后
遗忘了当时购买的彩票，而错过了
兑奖时间。

5、彩票未妥善保管。购买的彩
票没有保存好，因玷污、损坏造成了

电脑无法识别，或者彩票丢失了，因
而无法正常兑奖。

得之不易的幸运随意放弃，没
有人会刻意为之，不管何种原因，中
奖彩民弃奖，造成的损失让人惋惜。

规避弃奖 做个有心的幸运彩民

目前，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发
现有弃奖苗头时，总是千呼万唤，在
各大媒体密集发布中奖信息，在中
奖站点挂中奖横幅，张贴喜报，展开
“寻人攻势”。尽管如此，弃奖依旧频
频发生。

有关专家表示，要想减少弃奖
现象的发生，主要还是靠彩民自己。
彩民要做个有心的幸运人，既然购
买彩票就是希望中奖奇迹会发生，
应当注意维护自身的中奖权益，妥
善保管、及时核对、在规定的兑奖期
兑奖。 据中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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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惜福互助中心”吗？就在上个月，他们已经在民政部门登记
截止到目前，中心已经收到十万多件“爱心衣”，有的连标牌都还没撕

只要你有需要，可以随时前去试穿领用
有了典型的样本，互助其实是可以复制的，有人找到陈老师，希望他开“分店”

陈老师告诉记者，“惜福互助中心”除了
一楼的爱心物品领用场所，青枫社区已经将
二楼也借给他使用。他简单装修，当作惜福
大课堂。“大家领用物品的时候，还能听惜福
讲座。”陈老师说，他在惜福大课堂不定期讲
课，目前来看效果不错，大家听了都表示受
益匪浅，还要号召他人节约粮食。

目前，已经有人联系陈老师，希望他到
其他社区再开一个“互助中心”。陈老师说，
等钟楼区惜福互助中心运转顺利，他会考虑
开“分店”，“互助中心越多越好，这样更多的
闲置物品就能派上用场，节约粮食的理念会
更加深入人心。”

汪磊 文 朱臻 摄

在街头饭馆吃“惜福饭”的陈海老师，今年 4月在钟楼区青枫社区成立
“惜福互助中心”(本报

!

月
"#

日曾作报道)。昨天，记者获悉，5个多月来，中
心已经收到十万多件“爱心衣”，一部分已经被领用。此外，“惜福互助中心”
也有了合法身份，已经在钟楼区民政局成功登记。

陈海告诉记者，8月份，互助中心已经在民
政部门登记。记者看到，这是一张“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是陈海，发证机关为钟
楼区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是北港街道办事处。
陈老师告诉记者，经过初步统计，截止到目

前，互助中心已经收到各方爱心人士捐赠的十多
万件衣服，还有小家电、书本等爱心物品。记者在
惜福捐赠物品登记表上看到，一次性捐赠十多件
衣服的爱心人士很多。
据了解，目前已有部分衣服被领用。其中，互

助中心还向青海、西藏、四川等地发去爱心衣物
1000多斤，前一阵子鲁甸地震，互助中心也捐赠
了300斤衣服。此外，还有6个冰箱、7台电视
机、4张床以及20多个风扇被领用。
收到这么多衣服，仅靠陈老师和几个志愿者

忙得过来吗？陈老师说，互助中心已经有了一支
80多人的义工团队，“每到周末，都会有10多名

义工来到中心，把接收的衣服进行分类、整理以
及装箱邮寄。”
陈老师强调，家里暂时用不着的物品，都可

以捐赠到互助中心，并不局限于衣服，“除了内
衣、高跟鞋，其他能用的都需要。”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钟楼区御源林城
26幢丙单元，看到互助中心大门大开。在客
厅，数排长衣架上挂满了各式衣服：T恤、卫
衣、毛衣、棉袄、羽绒服……款式很多，有的
还挺时髦。在角落里，也有一些破旧衣物。一
名女志愿者表示，这是他们整理出来的，“总
的来说，破衣物并不多。有些衣服送来时，标
牌都还没撕，标价几千元。”在边上，还有一
个简易的试衣间，志愿者称，挑了衣服可以
试试，大小合适再带回家。
没多久，一名老人走进互助中心，在一排

排衣服里挑了起来。十多分钟后，老人选了一

件小夹克衫，式样不错。记者得知，他准备带
回去给孙子穿。“您随便看，有需要，可以再挑
几件。”志愿者客气地说。老人憨厚地笑了笑，
说不用了，向志愿者道谢后便向外走去。
“只要您有需要，随时可以来领用。”志

愿者说。记者询问，如果有并不困难的人来
拿衣服，互助中心有没有严格的审核机制？
志愿者反问道：“生活富裕的，会来拿别人穿
过的衣服吗？”
在墙角，还堆着几十个箱子。记者了解

到，这些都是整理打包好的衣服，即将寄给
有需要的家庭。

一名女志愿者正在为这长衣架上各式衣服整理分类

有了合法身份 已收到十多万件“爱心衣”

挂满“爱心衣”市民有需要可随时来领

有人找到陈老师 希望他去开“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