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彩票河南省“泳坛夺金”、“11选 5”游戏
若干异常现象处理方式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曹静雅 通讯员 朱元鹏）
新年开门红，体彩送大奖。 1 月 7 日晚，位于
南阳市工业路 4113030047 网点一彩民喜中
七星彩 18003 期一等奖一注， 斩获奖金 364
万元，为 2018 年的南阳体彩开了个好头。

当晚， 七星彩 18003 期开出中奖号码
6532550，全国中取一等奖 2 注，单注奖金 364
万元，一注花落天津，一注被南阳彩民斩获。
据 4113030047 网点销售人员介绍，中奖彩票
可能为一张单式彩票，中奖彩民长期坚守，终
于有所回报。

体彩七星彩玩法是体育彩票的传统优
势玩法，选号简单，中取对应两位就能中奖，
你身边的车牌号、生日号、电话号、幸运号、
以及对你有纪念意义的特定日期都有可能
是中奖号码。 在七星彩发行历史上，不乏生
日号、 电话号等号码守号中奖的经典案例。
不妨选一注自己身边的熟悉号码， 守守试
试。 2 元钱凝聚你的一份爱心，2 元钱也会给
你带来惊喜。

南阳彩民新年“开门红”

喜中 3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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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彩票购买
者权益， 维护彩票公平、
公开、 公正的发行原则，
根据 《彩票管理条例》、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彩票发行销售管理
办 法》（财 综〔2012〕102
号）以及中国体育彩票河
南省“泳坛夺金”、“11 选
5”游戏规则，决定对我省

“泳坛夺金”、“11 选 5”游
戏若干异常现象的处理
原则和方式，作为游戏风
险控制方案的一部分进
行公告，具体如下：

一、“泳坛夺金”、“11
选 5” 游戏异常现象是指
高频游戏系统故障等引发
高频游戏销售、 开奖、兑

奖、 开奖视频等业务活动
无法正常进行的现象。 高
频游戏系统是指所有可能
影响到高频游戏销售系统
的 IT 基础架构、 应用、系
统、设备、网络等。

二、 因系统故障等导
致“泳坛夺金”、“11 选 5”
游戏某期销售时间不足游
戏规则中定义时间的，系
统恢复后, 该期销售时间
不再补足。

三、 因系统故障等导
致当天销售总期数不足
的，系统恢复后不再补足，
游戏期号按照开奖顺序连
续编排， 当天期数和多期
票情况将在本省体彩官网
进行公告。

四、因系统故障等导致
当天已售多期票期数不足
的，顺延至次日补足；若当
日派奖或促销活动结束，则
顺延至次日的多期票不再
参与派奖或促销活动。

五、 因系统故障等导
致某期不能正常开奖，系
统恢复后即时对故障期补
开奖， 开奖公告通过网点
销售终端进行公布， 网点
电视不再补播开奖公告，
购彩者可通过网点销售终
端打印的开奖公告查询中
奖情况。

六、因系统故障等导致
网点电视不能正常播放或
开奖显示错误的，购彩者可
通过网点销售终端打印的

开奖公告查询中奖情况。
七、 因系统故障等导

致彩票兑奖金额错误的，
销售网点会暂停兑奖，待
系统恢复后再行兑奖，已
错兑彩票按照多退少补的
原则处理。

八、 因系统故障等导
致中奖彩票在规定时限内
无法正常兑奖的， 会延长
兑奖时间保证兑奖。

九、由于“泳坛夺金”、
“11 选 5”游戏异常现象给
广大彩票购买者带来的不
便， 我们深表歉意并感谢
您的理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 24时，中国体育彩票 2017年的销量定格在 2096.92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 523.26亿元。
江苏省 2017 年销量首次突破 200 亿元，筹集公益金 51 亿元；广东省全年销量达 193 亿元，筹集公益金 48 亿元；

山东省全年销量超过 180 亿元，筹集公益金超过 40 亿元；河南省全年销售 133 亿元，筹集公益金 33 亿元。 此外，浙
江、福建、河北省的全年销量均突破 100 亿元，也是公益金的贡献“大户”。

乐透型体育彩票全年销售 1048 亿元，其中大乐透全年销售 315 亿元，筹集公益金 113 亿元；竞猜型体育彩票销
售 928 亿元，其中竞彩销售超过 801 亿元，筹集公益金超过 144 亿元；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 119 亿元，筹集公益金近
24 亿元。

体彩公益金提取比例不同
体育彩票的游戏品

种不断丰富， 每个游戏
均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公益金提取提取比例也
不尽相同。

以大乐透为代表的乐
透型体育彩票，公益金提取

比例约为 35%，其中大乐透
为 36%，7 星彩为 37%，排
列 3 为 34% ，11 选 5 为
28%。也就是说，彩民每花 2
元买 1注大乐透彩票，就有
0.72元进入体彩公益金。

在竞猜型体育彩票中，

传统足彩的公益金提取
比例为 22%，竞彩的公益
金提取比例为 18%。竞彩
的公益金提取比例虽然
在体彩游戏中是最低的，
但是它承担着打击私彩、
与国际接轨等任务，因其

销量巨大， 也是体彩公益金
重要的贡献者之一。

即开型体育彩票的公
益金提取比例为 20%，也就
是说， 彩民每花 10 元买 1
张顶呱刮彩票，就有 2 元进
入公益金。

体彩公益金是如何分配的
根据财政部《关于调

整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
通知》，自 2005 年起，彩票
公益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
按 50 比 50 的比例分配。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的分

配比例为：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 60%、 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 30%、 国家体育总
局 5%、民政部 5%。

以 2017 年为例，当年
筹集的 523.26 亿元体彩

公益金， 中央与地方各
分配 261.63 亿元。 中央
集中彩票公益金中的
261.63 亿元， 分配给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 156.97
亿元， 分配给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 78.48 亿元，分
配给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
部各 13.08 亿元（注：本数据
为按比例推算的数据，实际
数据以财政部次年 8 月底
前公布的数据为准）。

体彩公益金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中央彩票公益金的使

用范围包括扶贫、 抗震救
灾、法律援助、文化、教育
事业、红十字事业、农村贫
困母亲“两癌”救助等。

用于体育事业的公益
金包括群众体育事业和竞
技体育事业， 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全民健身计划”和
“奥运争光计划”。其中，群
众体育的使用范围包括体
育公园、健身广场、室外健

身器、健身步道、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 社会体育指导
员等； 竞技体育的使用范
围包括高水平后备体育人
才培养、 国家队备战奥运
会、补助国家队训练津贴、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办赛经
费等。

以 2016 年为例，当年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
教育公益事业的比例有所
上升，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

事业支出上升， 新增了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由
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发
展基金会实施， 资助创
新创业教育成效显著的
高等院校， 推动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发展。

此外，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用于留守儿
童快乐家园和禁毒关
爱工程也是 2016 年新

增加的项目。 留守儿童快
乐家园由国家卫生计生委
委托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基金会组织实施， 主要
用于出生缺陷救助、 出生
缺陷防治宣传和 健康教
育； 禁毒关爱工程由公安
部委托中国禁毒基金会组
织实施， 主要用于禁毒宣
传教育工作。 这意味着，彩
票公益金的使用覆盖面比
以往更加广泛。 （朱元鹏 ）

本报讯（通讯员 朱元鹏）“中国体育彩
票·新长城助学基金”活动，是中国体育彩票
自 2005 年起开展的一项全国大型公益助学
项目。 截至 2017 年年底，“新长城”足迹遍布
新疆、山西、北京、陕西、河南等 22 个省（区、
市），受益优秀特困大学生达 2091 人，累计投
入助学金达 903 万元。

2017 年“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
金”项目基金用于资助天津、辽宁、福建、江
西、河南、云南、西藏 7 个省（区、市）的 100 名
优秀特困大一新生，总捐助金额 40 万元。

“体彩·新长城”助学活动的开展，不仅为
优秀大学生减轻了生活负担， 让他们感受到
来自体育彩票的温暖和关爱， 还弘扬了体育
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使体
彩公益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向社会传递了满
满的正能量。

作为连续开展多年的品牌公益活动，“公益
体彩、快乐操场”每年都有新的举措，每年都有更
接地气的亮点。 从送器材到送“体育课程”，从省
市自主举办到全国联动开展，“公益体彩、快乐操
场”每一次出发，都载着满满的爱心和诚意。

2017“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从国家体
彩中心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合作设立的体彩
乐善基金中列支 900万元，在全国 24个省(区、
市)同步开展，共捐助 360 所小学，每所学校获
得 2.5万元资金，专门用于自行采购添置“公益
体彩、快乐操场”相关体育器材和用品。

公益体彩

捐助贫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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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体育彩票筹集 523.26 亿元公益金

细说体彩公益金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