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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健康中国 光芒燃动——点亮
健康中国”活动在江苏持续火热进行，越来
越多的朋友参与活动，一起助力体彩公益
事业，更多精美好玩的即开型体育彩票一
起陪伴大家，继续为中国体育彩票焕新持
续助力，期待不止，精彩不停！

点亮健康中国 连云港灌南
购彩者幸运收获5G手机

自 6 月 6 日开启的以“健康中国 光芒
燃动——点亮健康中国”为主题的体彩公
益活动在连云港市灌南县开展以来，不断
为购彩者送出好运和惊喜。6 月 20 日晚，
位于灌南县的体彩 3207007888 网点传来
喜讯，该网点一名购彩者参与“点亮健康中
国”线上打卡互动活动，幸运中得 5G 手机
一部。据网点销售员介绍，此次的中奖者
是位三十多岁的赵姓小伙，自活动开始以
来就一直热衷于购买“锦鲤”即开票。当

晚，赵先生一进体彩网点就径直走向体彩
顶呱刮专区，购买了十张 10 元面值的“锦
鲤”即开票，随即在网点刮了起来，在刮到
第三张时就听到他激动地直呼：“中奖了，
中奖了。”让赵先生没想到的是，还有另一
份惊喜等着他，当他兑奖时，销售员热情地
推荐他参加“点亮健康中国”活动，参与活
动可以获得更多的运动乐趣及奖品。听到
销售员的话，赵先生觉得此次活动很有意
义，积极参与其中，没想到还幸运中得 5G
手机一部。

随手做公益 常州体彩邀您
点亮健康中国

从 6 月 6 日到 8 月 8 日，中国体彩正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点亮健康中国”大型互动活
动，您走进体彩销售网点购买彩票，除了可以
随手做公益，还可以随手健个身。以常州市
为例，全市共有 676 家网点布置了“运动角”
并配备了地垫、跳绳、毽子等运动器材，您可
以在购彩的同时抓住碎片时间进行运动，跳
一分钟绳、做 20 个卷腹或者转一会儿呼啦

圈，只要动起来就比不动强。通过“中国体育
彩票”的官方小程序，将您的运动照片上传

“点亮健康中国”栏目成功打卡，就可以为点
亮常州助力，助力成功后参与刮奖还有 5G
手机、智能手表、电商卡等好礼相送。截至 7
月8日，常州已被点亮9.05万次，感谢每一个
热爱运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你。积少成多，
聚沙成塔，您的每一次购买，都是随手微公
益，都会带来改变。您身边随处可见的健身
路径、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社区多功能
运动场等，都是大家随手微公益的成果。

快来参加随手助力体彩公益

“点亮健康中国”风行江苏

7 月 1 日开奖的第 20057 期，体彩大乐透“9.9 亿大派奖”
用于一等奖派奖的 5 亿元派奖奖金全部派送完毕，此前幸运
奖派奖奖金已于第20054期派送完毕。至此，2020年度体彩
大乐透“9.9亿大派奖”活动欢乐谢幕！

150注！一等奖派奖注数增多
本次 9.9 亿大派奖计划派奖 25 期，每期一等奖派奖 2000

万元，共计 5 亿元。一等奖实际派奖 28 期（第 20030 期至第
20057 期），共中出 257 注一等奖，其中包括 150 注追加投注
一等奖，平均单注派奖333万元。

根据派奖规则，追加投注的彩票可以参加派奖，一等奖单
注最高可中得 3600 万元，这也是目前国内彩市单注最高奖。
派奖期间中出的 257 注一等奖中，包括 87 注 1000 万元及以
上大奖，其中 1000 万元（含）至 2000 万元大奖 47 注，2000 万
元（含）至3000万元大奖34注，3600万元大奖6注。

31个省份！江苏中出一等奖最多
今年派奖期间，不仅大乐透一等奖中出的注数多，而且中

奖区域分布广泛，全国 31 个省（区、市）均有购彩者中得一等
奖。其中，江苏购彩者中得 36 注拔得头筹。此外，广东中得
24 注，福建和云南各收获 21 注，浙江中得 19 注，河南中得 16
注，山东收获14注，安徽和河北分别中得12注。

在第 20045 期开奖中，江苏购彩者共中得 19 注一等
奖，其中淮安、无锡、盐城的购彩者分别中得 5 注追加一等
奖，单票擒奖 4886 万元。这也是本次派奖期间单票中奖注
数最多的。

本次派奖期间单票最高奖金出自泉州购彩者之手，在第
20041期开奖中，一购彩者中得3注追加投注一等奖，单票擒
奖6300万元。

派奖期间共计开出 6 注 3600 万元封顶大奖，分落陕西、
宁夏、甘肃、云南、广东和海南。3600万元也创下了我国彩市
单注奖金纪录。

9130万人次！派奖奖金惠及人数增多
本年度大乐透派奖是历次派奖奖金最多的一次，而且覆

盖了所有奖级。
派奖期间，共有4307万注收获了二至九等奖随机翻倍幸

运奖，4823万注收获了“加油中国”或“光芒焕新”幸运奖。本
次派奖期间，幸运奖派奖总注数超 9130 万注，是大乐透历次
派奖受益人次最多的一次，充分显示了本次派奖的普惠特点。

一次派奖惠及超 9130 万人次，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数字背后是大乐透游戏日益深入人心、日益受到大众喜爱的
体现。

1.19亿！期均筹集公益金增多
今年派奖期间，大乐透通过 92.67 亿元的销量，筹集公益

金 33.36 亿元，平均单期销售 3.3 亿元，单期筹集公益金 1.19
亿元。9.9 亿大派奖期间的期均公益金筹集金额比过去一年
间有了较大的提升。

今年体彩复市后不久，便推出了大乐透 9.9 亿大派奖活
动，不仅为彩市的焕新增添了“新动力”，而且为购彩者带去更
多欢乐与惊喜，同时也为国家筹集了更多公益金，为公益事业
贡献了更多力量。

江苏购彩者中得36注头奖领跑全国

数说体彩大乐透
9.9亿大派奖

“江苏省将在全省发放5000万元体育
消费券。”4月底5月初，各大媒体平台都发
布了这则消息。自2017年起，江苏省体育
局每年向公众发5000万元体育消费券，资
金均来自于江苏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为
了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快促进
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今年，江苏省体育局
加快了向公众发放 5000 万元体育消费券
工作。

“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同”
“五一”假日期间，江苏省体育局公布

了 2020 年 5000 万元体育消费券发放方
案：将为赴湖北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一线医务人员、工作人员每人赠送 2000
元，共计赠送 700 万元突出贡献群体体育
消费券；此外，为加强体育扶贫和青少年体
育工作，江苏省体育局还将通过江苏全民
健身卡向苏北两个设区市3000名青少年，
按每人1000元的标准，总共发放300万元
健身培训券；剩余的4000万元则全部向自
愿申领的群众发放。

总体来说，今年的体育消费券主要面
向健身群众和特定群体发放，分为普通体
育消费券、冰雪消费券、突出贡献群体体育
消费券、健身培训券、全民健身积分、冰雪
积分等六类券。

在领取方式上，今年，江苏省体育消费
券继续采用“体育+互联网+金融”的方式，
用“江苏全民健身卡”和“公共积分”两种形
式发放。其中，通过江苏全民健身卡发放
2000 万元普通体育消费券和冰雪运动消

费券；通过公共积分向自愿申领的群众发
放 2000 万元全民健身公共积分和冰雪运
动积分。

普通体育消费券和冰雪消费券的发放
额度和张数，会根据发放进度进行动态调
整，而全民健身公共积分的额度，原则上会
按常住人口数量比例向各设区市进行分
配，并在发放中根据各区市的发放进度进
行适度调配。

虽 然 每 年 的 体 育 消 费 券 总 数 都 是
5000万元，但每个群体的发放比重会根据
当年的实际情况，稍作调整。比如鉴于今
年的特殊情况，这5000万元体育消费券加
大了对于特殊贡献群体（赴湖北参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人员）
的比重。同时，对于消费券使用的定点场
馆总数每年也会根据现实情况相应调整。

一场为推动全民健身而展
开的活动

一般而言，目前羽毛球场馆平均每小
时租金在 50 元左右，如果使用体育消费
券，就可以消费满 100 元就减 50 元，也就
是说，同样是50块钱平时只能打一小时羽
毛球，有了这个体育消费券就可以打 2 个
小时，直接打了对折。

按照“2017 年—2019 年度领取过消
费券的健身群众，每人每月各限领一张普
通体育消费券”以及“新申领健身群众每人
每月各限领2次体育消费券”的要求，也就
是说，每个月都可以有一次这样只花一半
的钱在相关场馆运动。虽然全年累计领取

不能超过 4 次，但累计能省下 200 块钱也不
算少。

随着越来越多人受益于这个活动，每年
参与到活动中的定点场馆和领取体育消费券
的人次都越来越多，2019 年，领取体育消费
券的人次已经达到 62.4 万，消费券定点场馆
达到464家，其中省内431家，张家口冰雪场
馆33家。

体育消费券带动了整个体育产业全产业
链。2019年，体育消费券拉动的体育消费金
额达到 12.3 亿元，“这个数字是 2017 年的近
4亿元的3倍。”而根据一些绩效评估，江苏体
育消费券的动态的拉动体育消费的系数是
1:16，即一块钱的消费券能带动16块钱的相
关体育消费。

当前，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越
来越多的人正在走出家门投入到全民健身的
行列中，健身场所也在陆续开放。这场疫情
让很多人意识到，身体健康最重要。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全民运动掀起了高潮，江苏这
5000 万元体育消费券的发放对于这股风潮
可谓是在背后又助推了一把。

体彩公益金是有力后盾
与餐饮等行业一样，体育行业是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性行业，疫情让不
少体育赛事和活动停摆，体育场馆、健身场所
及体育培训等企业停业。江苏省体育消费券
的发放，在推动全民健身的同时，为拓展公共
体育服务，支持体育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平稳渡过难关也助了一臂之力。

其实，发放体育消费券也是江苏体育局

提振体育消费市场的“15 条”政策之一。在
这一系列措施中，体彩公益金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其中 5000 万
元体育消费券和 1.85 亿元省体育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等，均来源于江苏省级体育彩票公
益金。

如今，江苏省向社会发放体育消费券，已
经成为一项以体彩公益金作为重要依托的品
牌性惠民工程，2019 年，江苏体育局还专门
设立了江苏省体育消费券专项资金，在确定
专项资金由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的同
时，还制定了体育消费券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这个管理办法除了对体育消费券的发放
对象及方式、定点场馆的申报审批、管理职责
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之外，还对项目的绩效评
价与监督等方面都做了相关细化。

近年来，江苏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支出，
超七成用于群众体育。根据《江苏省体育局
关于 2019 年度全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分
配和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的公
告》显示，2019 年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共安
排支出 6.52 亿元，其中：实施群众体育工作
4.73 亿元，占 72.53%；实施竞技体育工作
1.79亿元，占27.47%。

近年来，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方向，更
加聚焦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集中于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即是支持群众体育工作，为全民健身和健康
中国战略的开展提供“强援”。鼓励人们走出
去多运动，体彩公益金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

来源：《国家彩票》

数据显示，2019年，江苏省5000万体育消费券拉动体育消费12.3亿元

体彩公益金提振江苏体育消费“不遗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