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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 让每一注彩票都有温度

“体彩顶呱刮，欢乐抽大奖”活动亮点纷呈

平板电脑、大乐透彩票等你拿
春暖花开，河南体彩

顶呱刮好礼送不停。万众
瞩目的“体彩顶呱刮，欢
乐抽大奖”活动正在火爆
进行中。 3 月 11 日至 3
月 24 日, 在河南省各体
彩销售网点购买指定票
种， 满足活动参与条件,
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儿”，
赢取苹果平板电脑。惊喜
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一
起来看看活动详情吧！

活动内容
一、活动时间
2019 年 3 月 11 日

至 3 月 24 日
二、参与条件及设奖：
（一）活动要求：
活动期间，购彩者在

我省任一体彩销售网点
购买体彩顶呱刮 20 元面
值“运”、“金孔雀”、“贺
新年”以及 10 元面值“翻
倍赢”、“数字密码”主题
即开票，若单张彩票刮中
50 元及以上奖级， 并经
兑奖设备 （IVT 或 BCR

或自助兑奖）完成正常兑
奖，即可参与抽奖。

（二）抽奖期数及时间：
3 月 12 日至 3 月 25

日， 每日为一个抽奖周
期，当日抽取前一日满足
活动要求的彩票，在公证
处监督下，从符合要求的
兑奖数据中抽取 10 个即
开票票号作为抽奖结果，
活动期间共抽奖 14 期。

（三）奖品设置：
奖品（苹果平板电

脑）共设 140 份，每期抽
奖 10 份。

三、奖品发放及要求
（一）中奖票保管：
活动期间，经兑奖设

备（IVT 或 BCR 或自助
兑奖）完成正常兑奖的中
奖票原件，由购彩者自行
保管；若彩票中奖金额超
过网点兑奖权限，则购彩
者须到相关机构完成兑
奖，并留存彩票及兑奖登
记表复印件（由相关机构
提供）。

（二）抽奖结果：
抽奖结果将通过销

售网点彩票终端机广播
信息和河南体彩官网两
个渠道对外公告。

（三）领奖登记：
获得奖品的购彩者，

需及时与当地体彩分中
心联系，办理领奖登记事
宜；领奖登记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29 日下午
17 时， 逾期未登记则视
为弃奖。

（四）奖品发放：
活动全部结束后 ，

购彩者携带本人有效身
份证原件和符合活动参
与条件的彩票原件（注：
超过网点兑奖权限且到
相关机构完成兑奖的彩
票， 购彩者则携带彩票
及兑奖登记表复印件）
到当地体彩分中心领取
奖品， 领取前请与当地
体彩分中心联系。（详情
见活动海报， 或咨询全
省各体彩销售网点）

别着急，还有“赠票”
惊喜呢！

活动期间， 购彩者
在我省任一体彩销售网
点购买指定即开票种，
若单张彩票刮中 20 元
奖级， 并经体彩销售网
点 兑 奖 设 备 （IVT 或
BCR） 完成兑奖且剪角
处理后， 除正常兑付奖
金外， 另可获赠价值 6
元的大乐透彩票一张，
多兑多奖。（注：手机端
自助兑奖方式不参与本
活动）

温馨提示：赠票活动
内容，以我省各地市体彩
分中心公布的具体方案
为准，详情可咨询各地市
体彩销售网点。

购彩有节制，请理性
购彩。 快乐购彩，理性投
注。未成年人不得购彩及
兑奖。您所购买的每一张
即开型体育彩票金额中
的 20%都将用于社会公
益事业。

近日，《中国体育彩票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报告聚焦公众最为关心的发行销售、开奖兑奖、公益
金使用等议题，诚恳详实地提交了 2018 年中国体育彩票履行社会责任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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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有温度 体彩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2018 年， 体育彩票

购彩者从自己购买的每
一张彩票上，都可以看到

“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 元”的字样，这个小小
的改变，映射出了有爱有
温度的体育彩票的努
力———让每一注彩票都
有温度，让每一个善举都
温暖如光。 翻开《报告》，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的体彩品牌理念贯穿始
终，“建设负责任的体育
彩票”“建设可信赖的体
育彩票”“建设健康持续
发展的体育彩票”跃然纸

上。通过一组组详实的统
计数字，透过一张张受益
人的笑脸，通过一个个身
边的场地设施，可以直观
清楚地看到中国体育彩
票 2018 年的公益足迹，
可以感受到每一个购彩
者、参与者、受益者的真
心和暖意。

什么是责任彩票，怎
样才是“负责任的体育彩
票”？《报告》从党建引领、
责任彩票建设、公益贡献
与实践三方面对上述问
题做出了解答。 通过《报
告》所展示的“为身患白

血病的小天使雪中送炭”
“支持革命老区贫困学子
完成学业”“为深度贫困
地区中小学送去体育器
材和公益体育课”“新时
代动出彩———体彩助力
全民健身”等一个个动人
的瞬间，我们发现体彩公
益就在身边。 在“建设可
信赖的体育彩票”部分，
《报告》围绕公众关心的
游戏规则、销售场所、开
奖计奖等， 全面透明地

“揭秘”了体育彩票“背
后”的故事。 在“建设健
康持续发展的体育彩

票”部分，不仅可以看到
优化销售场所环境、提
高购彩兑奖便利性、升
级服务等提升购彩体验
的举措， 还有对年轻的
体彩工作者在事业发展
中的成长与期待， 有体
彩与各业态相互促进协
调发展的努力与愿景。
在每一张体育彩票的旅
程中， 在每一次您与体
育彩票的亲密接触中，
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力求安全、可靠、健康，
体现了全国体彩人共同
的价值观。

有信更有心 体彩和你一起追梦再出发
打开《报告》，看到

的是有信更有心的体
彩。 信，来自于内容详
实 、披露规范 、坦诚沟
通、设计创新，兼具专
业性与系统性； 有心，
是以解读和讲故事的
方式， 让每一位关心、
关注体育彩票的人，都
能明明白白、通俗易懂
地了解和体彩有关的

那些事儿。
回望 2018 年责任体

彩建设路上的点滴，我
们看到， 体育彩票在依
法治彩方面依然步履稳
健， 体育彩票在保障参
与者权益方面依然不遗
余力。 特别是在倡导理
性购彩， 传播健康积极
的彩票公益文化方面，
做出了更多努力。 图文

并茂、生动有趣的《理性
购彩》 小册子悄然来到
购彩者身边， 时刻在提
醒每个彩票购买者“快
乐购彩 理性投注”；根
据真实故事拍摄的《为
爱奔跑》《在身边》 等视
频， 在感动之余传递了
“每一张彩票都是微公
益”的理念；体彩发起的
“寻 找 最 美 健 身 达

人———全民广播操 ”抖
音挑战活动， 让体彩带
动广大公众， 与健康中
国的建设步伐“抖”在一
起，乐在一起。

责任体彩建设永远在
路上。 2019年，在迎接新
中国 70华诞之际，体彩邀
请你作为见证者、监督者，
一起在追梦路上跑起来，
奋斗起来！

（以当日开奖公告为准）

开奖公告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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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募集公益金 670 亿元

体彩让公益更出彩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干货满满， 回顾去年取得的

成就，一些数字非常亮眼:“精准脱贫有力推进，农村贫困
人口减少 1386万”“加大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等保障力
度，资助各类学校家庭困难学生近 1亿人次”等，同时也
提到“全民健身蓬勃开展，体育健儿在国际大赛上再创
佳绩”等重要成果。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在
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和公益事业大棋局上是重要一环。

2018年，中国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 670.03 亿元,
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4500 亿元，这些公益金被广
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抗震救灾、城乡医疗
救助、教育助学、未成年人校外教育事业、残疾人事
业、红十字事业、文化、扶贫、法律援助、农村贫困母
亲“两癌”救助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此外，体彩公益
金还广泛用于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遍布社区公
园的健身路径、偏远山区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设
备齐全的全民健身中心、以“体彩杯”命名的群众体
育赛事……公益体彩全面贴近百姓的健康生活。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 全民健身活动日渐
增多，专业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条件不断提高，呈现
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齐头并进之势。 自 1995 年
我国颁布“奥运争光计划”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就成
为该计划的重要支持者。 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拿出本
级体彩公益金的 40%用于该计划的实施， 支持运动
员的训练比赛、出国集训等，为奥运会及其他重大赛
事的备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关心教育、关爱青少年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
中国体育彩票连续多年支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开
展教育助学项目。“励耕计划”“滋蕙计划”和“润雨计
划”是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
基金会由中央财政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专
项资金开展教育助学的项目。 2014 至 2017 年间，三
项计划共资助多达 122 万余人，投入资金超过 80 亿
元，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和教师送去关爱。

近年来，配合国家扶贫攻坚的战略部署，财政部
门每年都安排逾 10 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
扶贫事业，体彩公益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8
年 7 月，国务院扶贫办、国家体育总局在联合印发的
“体育扶贫工程实施意见”中，提出了“实施体彩扶贫
行动， 加快推进体彩公益金支持扶贫健身工程的步
伐”的要求，“体彩扶贫”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是本年度做好各项工作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报告明确要求，“扎实做好
2020年奥运会、残奥会备战工作，精心筹办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办好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体育彩
票作为“体育事业的生命线”，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责无旁贷。 此外，报告对就业、扶贫、环
保、 教育、 医疗等民生问题也提出了具体目标和要
求， 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方向也更加聚焦民
生领域，集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报告指出，“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 ”
全国体彩人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脚踏实地躬
身实干，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建设负责
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道路
上行稳致远，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115 （朱元鹏）（朱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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