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脑体育彩票在河南发行 17 周年之际

销量再次突破 100 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朱元

鹏）截至 2017 年 10 月 18
日， 电脑体育彩票在河南
上市发行 17 个年头，好消
息也从河南省体彩中心再
次传来：继 2015 年销量首
次突破 100 亿元、2016 年
突破 120亿元后， 截至 10
月 17 日，2017年河南省体
育 彩 票 销 量 累 计 达 到
104.15 亿元， 同比增幅
13.58%， 再创历史新高，
2017 年全年销量实现历史
新突破的局面基本形成。

据河南省体彩中心党
支部书记王海新介绍，河
南体彩年销量从 2000 年
的 6400 万 元 起 步 ， 到

2014 年突破 80 亿元，用
了 14 年时间； 紧接着，
2015 年突破 100 亿元 ,
2016 年突破 120 亿元，再
到 今 年 同 比 增 幅 达 到
13.58%，实现了高位新跨
越， 连续 3 年稳定在百亿
元销量。

自 2000 年电脑体育
彩票在河南省上市以来，
河南省已累计销售体育彩
票 725 亿元， 创造体育彩
票公益金 200 多亿元。 体
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
用于全民健身计划、 补充
社会保障基金、扶贫、教育
助学、法律援助、城镇农村
医疗救助、残疾人救助、农

村养老服务、 奥运争光计
划、 红十字事业、 赈灾救
灾、文化事业、青少年运动
场馆等。截至目前，河南省
有体育彩票销售终端近 1
万台， 为社会解决就业岗
位近 3 万个。

17 年来，河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一直秉承
“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
发行宗旨，高举公益大旗，
自觉践行公益责任。 除努
力通过销售筹集体育彩票
公益金造福社会外， 河南
省体彩中心还积极筹措发
行费， 在全省开展惠及大
众的公益活动， 涵盖资助
贫困儿童、关爱环卫工人、

支持公益植树、 资助孤残
儿童、帮扶孤寡老人、资助
大型全民健身赛事、 捐赠
学校体育器材、 资助贫困
大学生等方方面面。

王海新强调， 目前，
2017 年销量虽然已经超
过 100 亿元， 但河南体彩
人不会在成绩面前有丝毫
的松懈，仍将继续努力，在
2017 年剩下的时间里向
更高的目标继续冲刺，努
力筹集更多的公益金，为
我省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 以及我省体育
强省和经济强省建设作出
更大的贡献， 为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更大的贡献。

过去的 5 年，全国体彩系统大力弘扬“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神，改革创新、勇于担当，体育彩票事业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销售规模实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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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5年，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 1955.81亿元

一张小彩票 汇聚大能量
给力 体彩工作再上台阶

在刚刚过去的 5 年
间，体育彩票累计发行销
售 7742.21 亿元，环比增
长 4699.89 亿元，为国家
筹 集 公 益 金 共 1955.81
亿元。

自 1994 年全国统一
发行以来， 中国体育彩票
已经累计销售 12326 亿
元， 筹集公益金 3341 亿
元， 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
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5 年里， 全国体彩系
统认真履行《彩票管理条
例》和《实施细则》的相关
规定，坚守安全运营生命
线，确保体育彩票发行销
售业务的安全开展；始终
坚持科学发展，巩固发展
基础、 转变发展方式、拓
展发展空间，各项工作迈
上了新台阶。 坚持以购彩
者需求为导向，加强市场
培育， 优化产品结构，打
造核心产品，不断满足日

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体
现了体育彩票满足社
会娱乐需求和实现多
元化社会价值的特殊
定位；坚持构建更加合
理的销售渠道结构，截
至 2016 年末，体育彩票
网点规模进一步扩大，
电彩网点达到 15.6 万
个，行业渠道 3.1 万个，
为社会提供了约 30 万
个就业岗位；体育彩票
公益公信的品牌形象

更加地凸显。
除了体彩公益金在持

续不断地支持社会公益事
业和体育事业之外， 各级
体彩机构也开展了大批公
益活动，“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新长城助学” 等公
益项目已成为体育彩票公
益活动的响亮品牌； 体彩
开奖现场已经完全向社会
公众敞开大门， 实现了社
会公众与开奖现场的“零
距离”。

助力 体彩服务国家战略
过去的 5 年， 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健
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
的发布等党和国家一系列
重大决策， 把目光瞄准了
增强人民体质、 提高健康
水平。 在满足人民健身需
求， 助力群众体育惠及百
姓，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的工作中，体育彩票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 年里， 体育彩票公
益金的使用一直向群众体
育倾斜， 用于群众体育的
公益金逐年增加。 以身边
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路径
为标志， 体育彩票公益金
已资助建成了体育健身工

程、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体育公园、健身广场、户
外营地、 健身步道等多
种设施类型， 为群众提
供了免费、 实用的健身
活动器材和场所。

过去 5 年， 我国的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体育彩票一如既往地为奥
运争光计划提供保障，为建
设体育强国出力。 不论是全
民健身还是竞技赛场，正是
通过每个体育彩票参与者
的点滴微公益善举，体育彩
票为我国实现从体育大国
到体育强国的转变、为健康
中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公益 体彩传递温暖力量
随着体育彩票发行

规模的逐年扩大，所筹集
的公益金不断增多，体彩
公益金越来越多地用于
多项社会公益事业，成为
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助
推器”。

2006 年， 财政部下
发 《关于调整彩票公益
金分配政策的通知》，规
定体彩公益金在中央与

地方之间按 50%比 50%
比例进行分配， 在中央
集中的彩票公益金中，
60%用于社保基金，30%
用于青少年学生校外活
动场所建设和维护 、红
十字会人道主义救助事
业、残疾人事业、地方农
村医疗救助、 城镇医疗
救助等 5 项专门基金。
近年来， 体彩公益金的

使用范围还进一步拓
展至助学、文化、扶贫、
法律援助、农村贫困母
亲两癌救助、新疆社会
福利设施建设、西藏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项
目。 可以说，每一个体
育彩票购买者，都践行
着“乐善人生 ”的公益
理念，为公益事业奉献
爱心。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未来的中国体育彩票，依
然要持续不断地支持社会
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
展， 服务于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 服务于体育强国建
设， 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
新贡献。 （朱元鹏）

本报讯（通讯员 朱元鹏）为了进一步彰
显国家彩票公信力和中国体育彩票负责任
的、值得信赖的、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
票形象，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于 10 月
18 日起在全省开展“见证体彩公信、 我要露
脸领奖”奖励活动。

据悉，具体规则为：凡单张彩票中奖金额
在 1 万元以上 30 万元（含）以下的，彩民到河
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在当地下设的分中心
兑奖时， 自愿露脸领奖的， 奖励运动手环 2
个。 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彩
民，到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奖时，自愿
露脸领奖的， 奖励扫地机器人 1 台和运动手
环 2 个。 上述每项奖励的名额有限，按区域根
据领奖时间的先后顺序，奖励居前者。

据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
王海新介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露脸领奖
的彩民越来越多，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
过尝试性鼓励，使彩民自愿露脸领奖常态化，
不断消除露脸彩民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对体彩
中奖真实性的疑虑， 进一步提高中国体育彩
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河南体彩

邀您露脸领奖

本报讯（通讯员 朱元鹏）10 月 18 日，体
彩大乐透第 17122 期开出 3 注头奖。 其中，1
注为 1600 万元(含 600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
注头奖，出自重庆，2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
头奖，全部出自广东。 开奖结束后，奖池升至
42.84 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3、12、
18、29、34，后区开出号码 03、11。 前区奖号的
分布较为零散，各个号段上均有号码开出。 最
小号码开出 03；1 号段上开出 12、18，其中 12
复制上期奖号；2 号段上开出 29；最大号码开
出 34。 后区开出 03、11，为双奇数组合。

数据显示，二等奖开出 72 注，每注奖金
为 13.73 万元；其中 22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 8.24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个总奖
金为 21.97 万元。三等奖开出 1099 注，每注奖
金为 3158 元； 其中 570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 1894 元。 追加后，三等奖单个总
奖金为 5052 元。

奖池方面，42.84 亿元滚存至 10 月 21 日
(周六)开奖的第 17123 期，这一水位较上期微
涨，继续处在历史高位。

“2 元可中 1000 万元，3 元可中 1600 万
元”，事实上，体彩大乐透为广大购彩者们带
来的不仅有大奖，还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它所筹集的体彩公益金， 更是被广泛用于体
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大乐透

爆出 3注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