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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继续与您“签”手同行

种好人民满意种好人民满意的的 树树
着力塑造高质量着力塑造高质量

工业明星城市工业明星城市
旅游明星城市旅游明星城市
管理明星城市管理明星城市

今年春节前夕，国家出台一系列彩
票新规，加强高频快开游戏和竞猜游戏
的市场监管。在引起社会和公众对责任
彩票建设的高度关切的同时，坊间一些
不合理的论断却容易产生误导。

论断一：彩票新政导致销量下
滑，不利于筹集更多的彩票公益
金，是为彩票公益拖后腿

彩票新政的推行会不会造成销量下
滑？答案是:可能会。但这也折射了我国
彩票销量快速增长后的一次“理性回
归”，是尊重彩票发展基本规律的必由之
路。

在高频快开和竞猜游戏销售中，出
现了一些大额投注、非理性投注的情况，

“问题购彩者”令人担忧，进而有可能影
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一系列彩
票新规的出台非常有必要，有助于保障
我国彩票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

在 2019 年全国体彩品牌营销与渠
道工作培训会上，总局中心相关负责人
在讲话中曾就此次彩票新政发表了“短
期困难会迎来长期更大的发展”的观点。

如同人体在发烧时会乏力和困倦，但退
烧之后又会精神抖擞一样，彩票市场经
过必要的肌体调理，也将重新焕发生机，
以筹集公益金为核心驱动的彩票销售市
场亦将踏回健康的坦途。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发展彩票事
业，不但不会制约销售表现，反而会促进
彩票市场风清气正，筹集更多的公益金。

论断二：彩票新政挡住了一些
购彩者，很可能将他们推向赌博和
私彩

我国彩票事业发展，其核心属性在
于公益性，进而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
事业提供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彩票发展
需要更多的人以理性购买彩票的方式参
与到公益中来。这也是国家彩票倡导的

“多人少买”与私彩所宣扬的“赌”在理念
上的本质区别。

客观而论，彩票新政的实施确实会
对购彩成瘾者构成“打击”。换句话说，新
政最终杀掉的是不理性购彩的“瘾”与

“毒”。而这种在政策层面强制戒毒、戒瘾
的举措，在赌博和私彩中是不可能出现

的。
彩票新政出台后，微博网友“廖梦

初”发表观点：国家出台措施对彩票秩序
进行治理相当及时，把非理性购彩者“解
救出来是国家的责任”，这一观点对于购
彩者正确认识当前的彩票形势有着客观
积极的意义。

论断三：彩票新政令代销者叫
苦不迭，投注站的寒冬来了

有人说，投注站的寒冬来了？这是真
的吗？

全国体彩代销者和销售人员是一支
辛勤忙碌的队伍，筹集公益金他们功不
可没。同时，这支队伍也是“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离开的原因或许各有不同，
但坚持下来的都是强者、勇者、智者和擅
长适应变局者。不论是过去还是当前，退
出者永远都是少数，大多数网点工作人
员依然会迎风而进，因为他们更加看好
中国彩票的整体市场环境和未来前景。

事实上，在体育彩票代销者队伍中，
很多人对责任彩票都有着切身的认识。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怎么说——

北京市房山区体彩网点业主刘春梅
表示，要转化新的购彩客户，留住老客
户，就要引导购彩者理性购彩，“让购彩
者把购彩当成一种细水长流的习惯，以
娱乐和为公益事业做贡献为目的。”

北京海淀区体彩网点销售员方晨认
为，彩票具有娱乐性，买彩票不是坏事，
长期有节制地买彩票还会增加生活乐
趣，但是任何事都需要量力而行，“彩票
不是赌博，不能有一夜暴富的想法，所以
一定要倡导理性购彩。”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代
销者也因此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彩
票代销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抵制互联网售
彩、不向未成年人售彩、主动引导购彩者
防沉迷等等，都是履行彩票社会责任的
具体体现。同时，中国体育彩票提出“建
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
公益彩票”的发展目标，也包含了对代销
者权益的保护。

如果说，彩票新政的推出为我国彩
市下了一场“局部冬雨”，那么，我们也不
妨以雪莱的名句为这场雨进行浪漫的引
伸——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戴新

建设责任彩票 直面坊间质疑

彩票新政下别被三个论断误导

自 2008 年中央财政将扶贫事业纳
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范围以来，
用于革命老区扶贫系列项目的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已累计达 110.35 亿元。扶
贫已是当前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使用的
一个重要领域。

2008 年至 2010 年，财政部安排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5.1 亿元用于在全国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的部分革命老区
县实施整村推进试点项目。根据国务院
扶贫办公布的数据，三年试点共涉及包
括陕西在内的 11 个省（区）27 个县 360
个贫困村。

“十二五”时期，中央财政安排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开展整村

推进工作，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拓宽了
资金使用范围。在“十二五”期间，中央
累计安排 52.25 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用于革命老区扶贫工作。

“十三五”以来，中央财政进一步加
大了彩票公益金对贫困革命老区扶贫开
发的力度，截至 2018 年底，已累计安排
53 亿元彩票公益金用于革命老区扶贫
开发。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彩票
公益金15亿元，在22个省（区、市）75个
贫困老区县建档立卡贫困村开展村内小
型生产性公益设施建设项目。2017年，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彩票公益金18亿元，
在 22 个省（区、市）90 个贫困老区县进
行扶贫。2017 年 11 月,财政部发布了

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坚资金预
算指标的通知，安排 16.2 亿元在 22 省

（区、市）81 个贫困革命老区县开展贫困
村村内小型生产性公益设施建设；2018
年 5 月，财政部再次下达 2018 年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脱贫攻坚资
金 3.8 亿元。2018 年，预算安排的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脱贫攻坚
资金总额达20亿元。

根据国家扶贫开发方针政策和彩票
公益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去年 5 月财政
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修订印发《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
坚资金管理办法》（简称《办法》）。

《办法》修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调整资金使用方向。根据脱贫

攻坚形势变化，“十三五”时期，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坚
资金主要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实施村内
小型生产性公益设施建设项目，不再支
持整村推进项目。

二是明确支持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
试点。明确纳入统筹整合使用的彩票公
益金，按照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试点工作有关要求进行管理。

三是体现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求。
按照预算管理新规定，对资金拨付、结转
结余管理以及绩效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
规定。

中央彩票公益金：超百亿用于老区扶贫

阳春三月春意浓，万物复苏大
奖兴。3 月 25 日晚，体彩大乐透迎
来第 19033 期开奖，当期前区开出
号码“01、02、04、16、24”，后区开
出号码“07、09”。全国共开出 3 注
头奖，其中山西晋城和江苏常州的
购彩者中得 2 注追加投注一等奖，
奖金1800万元，浙江绍兴的购彩者
中得基本投注一等奖一注，奖金
1000万元。

数据显示，江苏中出的1800万
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常州桃园路潘
家村 248 号的 04099 网点，中奖彩
票是一张 15 元 5 注单式追加票。
04099网点业主汤卫东多年前就成
为了体彩大家庭的一员，虽然腿脚
不方便，但却不妨碍他全身心地投
入到体彩销售工作当中，凭借热情
服务他获得了不少购彩者的交口称
赞，销售业绩更是节节攀升。26 日
早晨，老汤来到站点打开终端机发
现自己网点居然中出了 1800 万元
的大奖，看了几遍才确认无误，可把
他给激动坏了，“这大奖不是我中，

但胜似我中！”一大早凡是走进网点
的购彩者都被他催着看看自己买的
大乐透彩票有没有中奖，因为老汤
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位幸运儿受到了
幸运女神的眷顾，只希望他赶紧去
省体彩中心兑取奖金，分享他的中
奖经历。

截至 3 月 26 日，常州彩市已中
出百万及以上大奖 7 个，其中千万
及以上大奖 3 个。大家赶紧走进
身边的体彩网点，来上一注体彩大
乐透追加票，收获属于你的千万惊
喜吧。

追加投注立大功

常州彩友喜中
体彩大乐透1800万大奖

你的比赛你做主！日前，我市
公布 2019 年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
务赛事活动类项目，共36项。

据悉，自 3 月初市民对 2019 年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赛事活动类
项目进行投票以来，共吸引近 4 万
人参与投票，还有近 300 人留言献
计献策，充分体现了广大市民群众
对运动健身的热爱和对系列赛事活
动的关注和期待。

最终，体育部门充分采纳群众
意见建议，正式确定获得2000票以
上，票数居前的36个项目为2019年

常州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系列
赛事活动的正式项目。这些项目分
为“黄金联赛”“谁是球王”“智力对
决”“业余比赛”“展示交流”5 大类
别，其中，常州市篮球俱乐部联赛获
22403 票，常州市 11 人制足球俱乐
部联赛获17747票，常州市5人制足
球比赛获 11275 票，分列投票榜前
三位。

该品牌系列赛事活动开展 5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各类赛事活
动 近 150 项 次 ，参 与 群 众 近 200
万人次。

你喜欢的项目上榜了吗？

我市公布36项政府购买
公共体育服务赛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