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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造福·点亮公益之光”
活动启动
双色球12 亿元大派奖和刮刮乐
“即刻造福·福在眼前”
大派奖仍在继续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讯员 刘秀 牟俐衡

姚文嵩

受到便利的服务，
还可以体验
“一站式”
购
彩的快乐！

通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
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拆盲盒的快感同
样如此，不知道下一刻将遇到什么惊喜！
好消息来啦！
青岛福彩
“即刻造福·点亮公
益之光”活动携 300 个盲盒为你送惊喜
盲
啦，
参加活动就可获得抽取
“即刻造福”
盒机会一次，
最高可获得100元
“刮刮乐”
即开型彩票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
球”12 亿元大派奖和山东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开展的
“即刻造福·福在眼前”
刮刮
乐游戏派奖及营销活动仍在继续，
活动多
多，
福利多多，
欢迎参与！

双色球和刮刮乐派奖活动
仍在火热进行中

购彩还可以拆盲盒
享受双倍惊喜
11 月 23 日，青岛福彩“即刻造福·点
亮公益之光”活动在青岛福彩示范店（即
青岛福彩综合体验中心）启动，
凡在体验
中心一次性购买福彩
“刮刮乐”
即开型彩
票20元（含）以上者，
即可获得抽取
“即刻
造福”
盲盒机会一次，
盲盒内设有不同奖
项，
奖项设置如下：
一等奖 5 名，每名奖励 100 元“刮刮
乐”即开型彩票（任选）；二等奖 10 名，每
名奖励 50 元“刮刮乐”即开型彩票（任
选）；三等奖 100 名，每名奖励 20 元“刮
刮乐”即开型彩票（任选）；四等奖 185
名，每名奖励 10 元“刮刮乐”即开型彩票
（任选）。
本次活动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3 日

至 2021 年 12 月 4 日，盲盒数量共计 300
个，先到先得，赠完为止。活动启动第一
天，
就有彩民幸运抽中盲盒一等奖，
还有
幸运彩民购买刮刮乐“福在眼前”，中得
100 元奖金。精彩好礼不容错过，喜欢福
利彩票、
喜欢盲盒的朋友们，
赶紧参与吧！

体验中心集多功能于一体
提供“一站式”
购彩服务
本次
“即刻造福·点亮公益之光”
活动
设在延安三路 135 号的青岛福彩示范店
（即青岛福彩综合体验中心）。
据介绍青岛
福彩综合体验中心是一个集福彩文化成
果展、
福彩公益驿站、彩票销售和业务培

训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体验中心。
福彩文化成果展采用文字、
数据、
图
片、视频和实物展览形式，对福利彩票
30 多年以来的发展变化和彩票文化内
涵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回顾了福利彩
票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和为社会福利
和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福彩公益驿站
配备了各类便民服务设施，为广大市民
朋友提供免费便民服务。业务培训区利
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常态化、小班化业务
培训工作。此外，彩票销售区则提供种
类齐全的彩票游戏玩法、优质舒适的购
彩环境以及高效便捷的购彩方式。
可以
广大市民前来参加活动的同时，
全方位深入了解福利彩票的发展历程，
享

为回馈广大公众和购彩者的支持，
中
国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和山东福彩“即
刻造福·福在眼前”派奖及营销活动同步
启动，
目前仍在火热进行中。
福彩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从双色
球第2021131期（开奖日期为2021年11
派奖总金额12亿
月16日，
星期二）开始，
元，
预计连续派奖20期。12亿元的派奖总
额也追平了双色球游戏派奖金额纪录。
此
次活动针对双色球一等奖和六等奖开展
派奖，投注方式不受限制，只要单票金额
超过 20 元（含），单式、复式、胆拖均可参
与派奖。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一等奖奖
金最高可达2000万元。
需注意的是，全省开展的“即刻造
福·福在眼前”刮刮乐游戏派奖及营销
活动也在同步进行，在山东省内对“福
在眼前”游戏 10 元票单张彩票兑取 20
元奖等的购彩者进行派奖，兑取 20 元的
中奖者，派送 10 元固定奖金。全省派奖
金额共 200万元。
此外，活动期间，凡是在山东省内购
买福彩刮刮乐“福在眼前”游戏 10 元票，
每日9时至21时通过
“山东福彩中心”
微
信公众号扫描彩票保安区覆盖膜下的二
维码参与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一张加油卡
（加油卡共分200元、500元和1000元三
个面值）。全省共送出 4000 张加油卡。不
要犹豫了，
赶紧行动吧！

34家青企登
“山东省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推荐名单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媛

11月22日，记者从青岛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拟推荐上报青岛城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景花园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青
岛啤酒博物馆、青岛书来书往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青岛冰山之角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青岛能源热电集团有限公司、青
岛顺安热电有限公司等34家企业为
2021年度“山东省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并将推荐名单予以公示。
据介绍，名单中的34家企业是根据

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
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度山东省放心
消费示范单位公示工作的通知》要求，
经省行业协会和各重点行业牵头单位
推荐的。
本次公示期为
5日，如有异议，可
于2021年11月26
日前向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反馈，联
系电话85730720，
邮箱qdgsxbc@
更多详情扫描
qd.shandong.cn。 二维码查看 。

跨境电商如何发展 ？企业抱团来
“取经”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潇

近日，在青岛市贸易发展服务中
心、胶州市商务局的支持下，青岛市进
出口企业商会组织的“2021‘走进胶州
走进上合’胶州特色产业带考察团活
动”在青岛上合跨境电商产业园圆满落
幕。
据悉，此次活动吸引了43家青岛市
的跨境电商企业前来观摩考察，考察团
先后参观了传化上合跨境电商监管中
心、胶州湾保税物流中心（B型）等胶州

市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对接了胶州市实
木家具、流行饰品、服装制造等优势产
业带，深入重点企业的生产一线了解生
产工艺和流程、
熟悉产品质量和特点。
25家本地源头工厂齐聚青岛上合
跨境电商产业园，展示企业形象，推广
特色产品，开展采购对接，涵盖假发、美
妆、制帽、实木家具、服装、口罩、五金、
板材、包装材料、家居装饰等10个品类。
考察团与源头厂家直接对接洽谈，参加
选品会的企业反响热烈。
2021“走进胶州 走进上合”胶

州特色产业带考察团活动的成功举
办，体现了青岛市跨境电商发展的区
位优势、基础设施、生态布局、产业结
构和优秀企业，
更好地推介了
胶州“ 3+2+N ”
跨境电商生态
体系，极大地提
高了胶州市跨
境电商发展的
知名度和吸引
更多详情扫描
力。
二维码查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