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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据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关于大力拓展即开型

福利彩票市场的指导意见》（中彩发字〔2020〕9 号）相关要

求：各销售机构要加快建立完善体现市场导向、激励担当作

为的即开票市场拓展成效考核评价机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

团队和个人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为进一步提升销售站点负

责人、销售员、物流配送管理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

好地促进“刮刮乐”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现计划于 5 月至

8 月期间开展 2021 年全省“刮刮乐”即开票销售比拼活动，

具体如下： 

一、活动规则 

（一）参加销售比拼活动对象 

全省（不含深圳）“刮刮乐”即开票销售站点、销售员、

物流配送管理员。参加即开票销售比拼活动的销售站点和销

售员以即开票系统中注册的“刮刮乐”站点代码对应的销量

进行统计，物流配送管理员为即开票系统中有效注册的管理

员。 

（二）开展销售比拼活动时间 

2021年 5月至 8月。其中销售站点开展比拼活动 1次，以

销售站点 5月至 8月的“刮刮乐”即开票累计销量总额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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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销售员和物流配送管理员按月度进行，每月开展比拼活动

1 次，5 月至 8 月期间共开展比拼活动 4 次。全省排名比拼活

动开展 1次。各项比拼活动分别计发奖励金。 

（三）销售比拼活动具体实施 

1.销售站点比拼活动： 

参加销售站点比拼活动的站点为 2020 年 9 月 1 日前在

即开票系统中注册的有效站点，以开展销售比拼活动时段内

（2021 年 5 月至 8 月）站点的“刮刮乐”即开票累计销量与

去年同期进行对比，增幅排名靠前且符合活动规则的站点可

获得奖励。 

（1）省福彩中心按照 2020 年全省各市“刮刮乐”即开

票的销量占全省即开票总销量比例为基础进行各市销售站

点同比增长率奖励名额预分配（详见附表，投注站与社会网

点合并开展比拼活动），其中一等奖站点名额占总名额的 10%，

二等奖站点名额占总名额的 30%，三等奖站点名额占总名额

的 60%的比例（名额按四舍五入取整）。一等奖站点奖励 1600

元，二等奖站点奖励 1200 元，三等奖站点奖励 800 元。 

（2）按销售站点在开展比拼活动时段内（2021 年 5 月

至 8 月）的“刮刮乐”即开票累计销量与 2020 年同期（2020

年 5 月至 8 月）的“刮刮乐”即开票累计销量计算同比增长

率进行排名，满足以下活动规则且排名靠前的销售站点可获

得奖励。 

①开展比拼活动总时段内同比增长率为正增长； 

②开展比拼活动总时段内销售站点销量，须达到全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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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站比拼活动总时段内平均即开票销量的 60%以上（含 60%）； 

 

③开展比拼活动时段内销售站点 2020 年同期的“刮刮

乐”即开票累计销量必须在 3000 元以上（含 3000 元）。 

对符合以上活动规则的销售站点按照其同比增长率进

行排名，排名靠前且在奖励名额范围内的销售站点获得奖励

资格并按其排名位置确定获奖等级，同比增长率百分比取值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每一奖级如出现因同比增长率相同而处

于并列的销售站点获得同等奖励且不占用下一奖级名额。 

（3）若实际获奖销售站点数量未达到各市预分配奖励

名额，则以实际数量进行奖励，根据实际获奖销售站点总数

按照各奖级名额分配比例调整获奖名额。 

2.销售员比拼活动： 

从 2021 年 5 月开始，按月开展比拼活动，按照销售站点

每月的“刮刮乐”即开票销量进行排名，各市即开票销量排名

前列符合活动规则的站点销售员获得奖励，每个销售站点（以

即开票系统有效站点为准）获奖励销售员名额统一默认为一位。

投注站销售员和社会网点销售员分别开展比拼活动。 

（1）投注站销售员比拼活动：省福彩中心按照 2020 年

全省各市“刮刮乐”即开票的销量占全省即开票总销量比例

为基础进行各市站点销售员奖励名额预分配（详见附表），新

增投注站统一纳入投注站销售员进行计算。其中第一级投注

站销售员奖励名额占总名额的 10%，第二级投注站销售员奖

励名额占总名额的 30%，第三级投注站销售员奖励名额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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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的 60%的比例（名额按四舍五入取整）。第一级投注站销

售员奖励 800 元，第二级投注站销售员奖励 500 元，第三级

投注站销售员奖励 300 元。在开展比拼活动时段内，每月对

投注站的“刮刮乐”即开票销量进行排名，排名靠前且在奖

励名额范围内的投注站销售员获得奖励资格并按其排名位

置确定获奖等级。每级奖励名额如出现因销量相同而处于并

列的站点销售员获得同等奖励且不占用下一等级奖励名额。  

（2）社会网点（含户外销售站点、分销商）销售员比拼

活动：开展比拼活动时段内，每月“刮刮乐”即开票销量在

1000 元及以上的社会网点且数量在 10 个及以上（含新增社

会网点）的市增设该项比拼活动，社会网点“刮刮乐”即开

票销量及数量不符合以上活动规则的，则并入投注站销售员

比拼活动。社会网点的数量统计确定以开展比拼活动当月该

网点“刮刮乐”即开票销量是否达到 1000 元进行判断，没有

达到 1000 元销量的社会网点不纳入计算该市当月社会网点

计算基数。每月对社会网点的“刮刮乐”即开票销量进行排

名，对各市销量排名前 30%的社会网点销售员（名额按四舍

五入取整）分别奖励 800 元，因销量相同排名并列的社会网

点获得同等奖励。 

3.物流配送管理员比拼活动： 

从 2021 年 5 月开始，按月开展比拼活动，根据物流配送

管理员所管辖站点销售员当月获奖名额的个数，相应获得奖

励。具体规则如下：所管辖的投注站销售员每获得 1 个第一

级投注站销售员奖励名额的，物流配送管理员对应获得 200

元奖励；所管辖的投注站销售员每获得 1 个第二级投注站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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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员奖励名额的，物流配送管理员对应获得 150 元奖励；所

管辖的投注站销售员每获得 1个第三级投注站销售员奖励名

额的，物流配送管理员对应获得 100 元奖励；所管辖的社会

网点销售员每获得 1 个奖励名额的，物流配送管理员对应获

得 200 元奖励（由于社会网点计算基数不足 10 个而并入投

注站销售员开展比拼活动的市，其物流配送管理员的奖励按

投注站销售员比拼活动的获奖标准实施奖励）。奖励金额按

实际获奖销售员的个数进行累计。 

4.全省排名比拼活动： 

销售站点、销售员、物流配送管理员三项比拼活动据实

结算后如有资金剩余则开展全省排名比拼活动。如剩余资金

少于 10 万元（含 10 万），则对 2021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刮

刮乐”即开票累计销量排名全省前 50 名的销售站点（含投注

站、分销商、社会网点等销售渠道，下同）进行奖励，每个

获奖站点均分剩余资金；如剩余资金大于 10 万元少于 20 万

元（含 20 万），则对 2021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刮刮乐”即开

票累计销量排名全省前 100 名的销售站点进行奖励，每个获

奖站点均分剩余资金；如剩余资金大于 20 万元的，则根据资

金具体数额对 2021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刮刮乐”即开票累

计销量排名全省前列的销售站点进行奖励（具体奖励名额视

资金剩余数额而定，原则上每个获奖站点的奖金不超过 2000

元），均分剩余资金（因销量相同排名并列的销售站点统一参

与评奖，均分奖励金）。 

二、相关要求 

（一）各市福彩中心须及时更新并确认即开票系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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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站点信息（所属管理员、站点类型与编号等），如因市福

彩中心未及时更新和确认即开票系统中的相关信息造成销

售站点、销售员和物流配送管理员未能参加本次即开票销售

比拼活动或产生争议的，由各市福彩中心负责。 

（二）省福彩中心将在即开票销售比拼活动开展期间每

月的第 3个工作日前将各市上月的评比结果发至各市福彩中

心核对，各市福彩中心须在每月第 5 个工作日前将本市的核

对结果反馈给省福彩中心（如各市因实际情况对即开票销售

比拼活动结果需作调整的，市福彩中心需附详细情况说明并

加盖公章报省福彩中心）。评比结果核对无误后，各市福彩中

心须将每月开展即开票销售比拼活动的评比结果及时进行

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同时将公示的链接报省

福彩中心在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官网上发布。如因各市

工作延误未及时核对评比结果或未及时进行公示造成损失

和不良影响的，责任由各市福彩中心自负。各市须对外公布

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三）请各市福彩中心做好对销售站点负责人、销售员和

物流配送管理员的宣传发动工作，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促进“刮

刮乐”即开票销售。 

（四）各市福彩中心可自行投入资金增设配套营销促销和

激励方案，方案自定。 

（五）省福彩中心设立咨询监督电话：020-83197726，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被投诉经核实不符合活动规则的站点将

被取消资格，取消的名额不予补评。 

三、资金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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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缓解各市资金压力，省福彩中心将预拨开展该

项活动的资金到各市福彩中心。 

（二）各市福彩中心须提前收集销售站点负责人、销售

员准确的银行账号信息，按要求及时发放奖励金。本次即开

票销售比拼活动的奖励金由各市福彩中心通过银行划账的

方式直接发放给销售站点负责人和销售员，也可结合各地实

际情况采用通过销售站点负责人发放给销售员的方式执行。

各站点销售员相关资料由站点负责人负责核实并确认，站点

负责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向销售员索取奖励金，不得将本次活

动的奖励金用于抵扣原工资和奖金。如出现此类问题，由市

福彩中心负责处罚违规站点并追回奖励金。户外销售站点的

奖励金发放参照以上执行。 

（三）各市福彩中心根据比拼活动结果对获得奖励的物

流配送管理员发放奖励金，由各市福彩中心通过银行划扣的

方式直接发放给物流配送管理员。 

（四）以对公账户结算的分销商，其站点的奖励金由各市

福彩中心通过银行划扣的方式转入对应的对公账户，由分销商

根据本活动方案对所管辖站点的销售员进行奖励（沃尔玛分销

商销售站点、销售员和物流配送管理员按其公司制度自行调剂

发放奖励金）。 

四、活动说明 

2021年全省“刮刮乐”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比拼活动的最

终解释权归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活动组织或方案如有变

动，以实际发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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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别 
2020 年即开票销量 

（元） 
占全省即开票比例 

预分配奖励名额 

（个） 

广州 386,016,960  20.93% 490 

东莞 366,489,879  19.88% 465 

佛山 231,460,726  12.55% 295 

惠州 173,749,404  9.42% 260 

中山 129,079,881  7.00% 215 

江门 79,878,817  4.33% 160 

珠海 71,311,549  3.87% 140 

汕头 47,932,887  2.60% 105 

潮州 44,817,220  2.43% 95 

肇庆 37,779,710  2.05% 85 

茂名 34,594,449  1.88% 80 

汕尾 33,215,565  1.80% 80 

阳江 31,934,060  1.73% 75 

清远 31,833,497  1.73% 75 

河源 29,495,415  1.60% 70 

云浮 29,224,344  1.58% 70 

梅州 24,543,655  1.33% 65 

韶关 21,664,308  1.17% 60 

揭阳 20,034,068  1.09% 60 

湛江 18,899,055  1.02% 55 

合计 1,843,955,449  10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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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不公开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 4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