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曹
静 雅 通讯员 朱 元
鹏）8 月 8 日，我市迎
来了 2017 年“全民健
身日”主题活动。活动
当天，600 余名体育
爱好者齐聚市体育中
心， 以实际行动点燃
全运激情， 共享运动
快乐。今年，活动的主
题为“健身每一天，喜
迎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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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公益金全力支持群众体育

体育彩票：为全民健身加油

600 余人嗨翻“全民健身日”
9 时许， 伴随着动感

十足的音乐， 表演在欢快
的《健康舞起来》中拉开了
序幕, 老体协健身操舞委
员会体操方队展现了神采
奕奕的精神风貌。 轮滑协
会的《轮滑舞蹈》、武术协
会的《少儿集体拳》、跆拳

道协会的《跆拳道展演》个
个有绝活， 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和尖叫声。最后，
表演在全场舞动的《健身
操舞》中落下帷幕。

大家精彩的表演展现
了体育的魅力， 也呼应了
体育与快乐同行、 运动与

生命同在、 健身与精彩
相伴的口号。

本次活动由南阳市
体育局主办， 南阳市体
育总会承办， 体彩南阳
分中心等 12 个单位和
体育组织协办。当天，参
加表演节目的体育组织

有 7 个， 参演人员有近 300
人。 同时，体彩南阳分中心、
长跑协会、 徒步暴走协会、
自行车协会、 黎明脚步，也
组织了 300 余人到现场助
威助阵，此次全民健身日活
动共计有 600 余名体育爱
好者参与。

近年来， 随着体彩开奖透明度越来越高，
社会上对体彩大奖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少，但仍
有一部分人对体彩大奖存在着一定的疑惑。

全国多地体彩机构每年都会举办“相约
大乐透” 等赴京看开奖的主题活动。 比如，5
月 17 日至 18 日， 由河南省体彩中心和信阳
师范学院共同组织的“相约大乐透 开启新生
活” 零距离见证体育彩票开奖的公益活动。
除了大奖属性， 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对体彩
的公益属性认知度不够， 有人甚至将之与搓
麻将相提并论。殊不知，娱乐性只是体彩诸多
属性中的一种，公益属性才是体彩的本质，体
彩所筹集的公益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被用
于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方方面面。

如果你的家人对你买体彩这件事不太理
解，对体彩大奖将信将疑，对体彩公信力和公
益性一知半解，那么，你不妨抽个时间，带他
们到体彩开奖大厅和兑奖大厅走一走， 到身
边社区的健身路径走一走———当见证了公
开、透明、规范的体彩开奖流程，当看到兑奖
大厅内一个个拿着彩票去领奖的鲜活身影，
当见到社区内健身器材上印刻的“中国体育
彩票捐赠”字样，他们就会明白，全国各地购
彩者用于投注体育彩票的钱，都用在了哪里。

（朱元鹏）

见证阳光体彩

到开奖大厅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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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9 日， 体彩大乐透第 17092 期开奖，
头奖全国无人中出，二等奖 47 注，追加后单
个奖金达到 26.15 万元。 本期开奖结束后，奖
池金额升至 40.88 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3、07、
09、17、34，后区开出号码 04、05。 前区奖号小
号走热， 且近期热号偏多。 0 字头占据三席
（03、07、09）， 其中“07” 重复上期开出（第
17091 期）；“03”是隔期开出的号码，且近 5 期
开出 3 次；“34” 则为间隔 3 期再度现身的号
码。 前区奖号以奇数为主，奇偶比为 4:1。 同
时，开出“07、17”一组同尾号。 后区开出“04、
05”一组小连号。 后区最冷号码“04”在隐藏了
27 期之后终于与大家见面了。目前，后区最冷
号码易主，让位于消失了 16 期的“07”。

本期二等奖开出 47 注 ， 每注奖金为
16.34 万多元，其中 12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 9.80 万多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 26.15 万多元。 三等奖开出 723 注，每
注奖金为 3979 元， 其中 238 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2387 元。 追加后三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 6366 元。 （朱元鹏）

大乐透

奖池达40.88亿元

2600 件运动衫赠给健身团
为了有力支持全民健

身工作，8 月 7 日下午，河
南省体彩中心向 14 家社
会健身团体捐赠了 2600
件运动衫， 并举行了简短
的捐赠仪式。

国务院 2014 年印发
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简称《意见》）， 倡导

健康生活， 树立文明健康
生活方式， 激发群众参与
体育活动热情， 并将全民
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
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
彩票，其发行宗旨就是“来
之于民 用之于民”，一直
坚持着“公益体彩，乐善人
生”的品牌理念，履行着支
持全民健身这一光荣使

命。 2015 年， 河南体彩
中心就开始积极落实
《意见》， 向社会健身团
体捐赠了健身服装，受
到健身群体的欢迎和高
度赞扬， 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今年是连续
第三年的捐赠， 已累计
捐赠服装 7600 件。

河南省体彩中心书

记王海新表示， 今后将尝试
扩大捐赠范围， 不断通过类
似的公益活动， 让更多的健
身群体感受到中国体育彩票
的关注和支持， 让更多的群
众在健身中受益。 同时，也进
一步展示体育彩票“公益、健
康、乐活、进取”的品牌形象，
达到“让更多人拥有健康美
好生活”活动目的。

本报讯（通讯员 朱元
鹏）又到了全民健身日，全
国各地丰富多彩的体育活
动把老百姓的健身热情推
向高潮。 作为全民健身活
动强有力的支持者， 体育
彩票从过去的幕后英雄逐
渐走向前台， 这些活动中
的体彩元素也让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到———体育彩票
就在你我身边。

如今的中国体育彩票
公益金， 被主要用于社会
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
展中。 体彩支持的全民健
身计划主要包括： 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雪炭工程、全
民健身路径工程、 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 全民健身户
外活动基地、 向解放军和

残疾人及西部民族地区捐
赠体育健身器材等。

从 2006 年至今，仅利
用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体育
彩票公益金实施建设的农
民体育健身工程已超过
33 万个；遍布祖国城乡的
16 万余条全民健身路径，
已成为百姓的健身乐园；
建设的 670 个“雪炭工程”
项目有力地推动了老、少、
边、 穷地区体育基本服务
均等化。此外，体彩公益金
还支持建设了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 全民健身户外活
动基地、 老年人体育健身
场地等。在群众体育组织、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以及大型全民健身活动的
举办方面， 体育彩票公益

金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近年来， 体彩支持全

民健身力度逐渐加大，每年
体彩公益金超过 60%用于
全民健身，为建设惠及全民
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国家
体育总局每年的本级公益
金占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的 5%， 其中超过八成用于
群众体育的开展。

根据彩票公益金分配
的相关规定， 彩票公益金
在地方与中央之间按 50%
比 50%的比例分配。 中央
集中的彩票公益金， 在社
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
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
间， 按 60%、30%、5%、5%
的比例分配。 国家体育总

局公布的 2016 年度彩票
公益金使用情况 ， 就是
2016 年度中央集中公益金
中的 5%，实际使用金额比
例为 5.13%。 而在 2015 年
度， 国家体育总局本级公
益金的使用比例为 4.77%。

国家体育总局使用的
公益金主要用于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 按 60%比
40%的比例分配。 近年来，
用于群众体育的公益金逐
年增加， 远远高于 60%的
比例。 尤其是 2013 年以
来，这一比例均超过 88%。
2016 年度，仅援建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健
身器材的费用就达 20.51
亿元， 占本级彩票公益金
的近 78%。

体彩助力“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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