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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购彩者都是最大的慈
善家，每一个体育彩票代销实体店
都是购彩者行善的窗口。2017
年，国家体彩中心首次提出责任彩
票概念后，河南省体彩中心尝试建
立了省体育局、省体彩中心、各省
辖市体彩分中心、体育彩票实体店
为一体的责任彩票 4级联动机制，
把体育彩票实体店代销者和销售
员纳入责任彩票建设的重要环节，
通过他们把“多人少买”等责任彩
票理念传播给广大购彩者。

河南的责任彩票建设工作获
得了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的肯
定。杨宁指出，河南体彩系统建立
了高效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积
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转变了发展
理念并扎实推进了责任彩票建
设。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进行的2019年度省市责任彩
票建设等级评定工作中，我省体彩
中心获得了责任彩票三级认定。《中
国体育报》于2019年8月，连续3期
在头版刊登我省责任彩票建设工
作，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

责任彩票意识扎根在河南体
彩人的心坎上。今年疫情期间，河
南体彩系统工作人员和代销者捐
款捐物、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加入
各种疫情防控组织，用实际行动践
行责任彩票的公益理念。近期，郑
州西区体彩分中心的“体彩乐善
团”悄然成立，这些体彩代销者们
准备用金子一般的公益爱心去温

暖社会、播撒爱心。郑州西区体彩
分中心荥阳地区体彩代销者谈政
介绍：“其实，最大的认可来自对自
己的认可，以及对自己所从事行业
的真心认可。体育彩票是国家的彩
票，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彩票，倡导多
人少买，我们从事的这项事业是一
项带来幸运的事业，更是一项充满
社会责任感的公益、慈善事业。”

据悉，在河南洛阳的体彩代销
者中，也有一个组织，叫做责任彩
票学习小组。小组成员是由洛阳
市 700多位体育彩票代销者自己
按照10%的标准选出的有能力、有
权威的 70名代表。维护市场的健
康稳定是责任彩票学习小组的主
要责任，他们定期对全市代销实体
店规范经营情况进行跨区交叉检
查。洛阳体彩的责任彩票建设充
分激发了代销者们的主人翁精神，
形成了担当责任的共识并凝聚成
合力，赢得了市场，更赢得了人心。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
任王海新表示，责任彩票建设是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任重道远。今
后，河南省体彩中心将继续以“全
产品、全渠道、全价值链”的思路为
引领，转变发展方式，防范各类风
险，认真践行责任彩票理念，不断
完善责任彩票体系建设，积极推进
依法治彩、保障国家彩票公益属
性，以负责任的方式筹集更多公益
金，推动河南体彩事业取得持续、
健康、稳定的发展。

——河南电脑体育彩票上市发行20周年

2020年 10月 18日，中国电脑体育彩票在河南省上市发行20周年。20年来，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紧紧围绕
省委、省政府全局工作，在省体育局的正确领导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规范指导下，在各级财政部门的监
督管理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购彩者的积极参与下，坚持“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发扬“责任 诚
信 团结 创新”的体彩精神，坚守初心、勇于担当、不断创新，实现了连续的高位跨越和健康持续发展。

截至2020年 10月 18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的历史发行总量已突破1195亿元，累计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近
320亿元，体育彩票实体店达1.2万多个，为近3万人带来了就业岗位。河南体彩人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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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方式努力筹集体彩公益金，持续回报着社会。

追梦追梦 年年 不忘公益心不忘公益心

20年来，河南体彩党组织不断加
强全员培训和党员教育，打造出一支
听党话、跟党走的队伍，始终在体彩事
业中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河南体彩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体育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连续
举办书记讲党课、“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党员专题培训班、“迈进新时
代 开启新征程”党的理论知识竞赛

等党员教育活动，把听党话、跟党走
落实在日常工作之中，培养和造就了
一支政治过硬、强责任、讲担当、懂管
理的高素质体育彩票管理团队。

目前，在全省 400名工作人员中
有共产党员 148 名，占比 37%，他们
站在河南体彩事业发展的前沿，在河
南体彩 20年的发展中发挥着先锋模
范作用，成为河南体彩事业不断发展
的强有力保障，不断为河南的体彩事
业添彩，为党旗增辉。

截至 2020年 10月 18日，河南体
育彩票筹集体彩公益金近 320亿元。
这些体育彩票公益金除用于我省体育
和公益事业外，还有部分上缴中央。
而中央级彩票公益金，有 60%用于补
充全国社保基金。

如今，体育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
国社保基金、支持全民健身和群众健
康、支持教育助学、支持农村养老服
务、扶贫等公益事业上取得的社会效
益，正不断地惠及社会大众，中国体育
彩票的公益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体彩理念让
广大群众能真正看得见、体会得到，有
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我省全
民健身“硬件设施”水平不断提升，农
村居民体育健身工程、乡镇健身工程、
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室内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社区多功能运动场、老年人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等不断推进；而在“软
件环境”方面，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
费开放、国民体质监测、青少年体育训
练、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资
助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等公益项
目持续发力……体彩公益金从“硬件”

到“软件”，从城市到乡村，全面助推着
健康中原建设。

据统计，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和
带动下，河南已拥有各类体育场地
21.3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82 平
方米，城市社区健身设施覆盖率达
92%，乡镇健身工程覆盖率达 100%，

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已经
达到 94%，河南拥有县级以上体育社
会组织4429个，28.2万名社会体育指
导员活跃在遍布城乡的 4.3万个健身
站点，以“六赛两节两活动”为代表的
大型全民体育活动也在火热开展。目
前河南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

3505万，人口占比达三分之一。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为了

积极响应中央和河南省委精准扶贫号
召，河南省体彩中心向 225个第一书
记驻村的贫困地区中小学，对口捐赠
价值 442万元的体育器材和设施，在
河南的扶贫攻坚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回望来路，河南体彩的起步有苦
也有甜。2000年 10月 18日，中国电
脑体育彩票在河南省正式上市销售。
顶风冒雨的马路边，一张桌子、一台终
端就是一个体彩销售点，“6+1”是唯
一的体彩销售品种；但在如此艰难的
条件下，河南体彩人仍实现了当年全
省体育彩票发行量6400万元，为社会
筹集公益金2100万元。

初战有成，河南体彩人脚步不停、
新招迭出——扩大宣传、拓展网点、加
强管理、细化培训、锤炼队伍、提升服
务、突出公益、强化责任……河南体彩
稳步迈上健康持续发展和出彩中原之
路。一场为中原百姓提供更多健身、健
康资金支持的特殊战役，在新时代中原
大发展的号角声中悄然打响——2012
年发行量突破 50 亿元、2015 年发行
量突破 100亿元、2018年发行量突破
180 亿元，河南体彩发行量连续实现
高位跨越。

20年间，河南体彩年发行量增长
了 284 倍，年公益金筹集量增长 202
倍。如今的体彩实体店遍布城乡、窗
明几净、冬暖夏凉，大乐透、竞彩、顶呱
刮等体彩游戏丰富多样，销售专区分
类明确，销售人员服务热情、规范，购

彩者理性、便利，体彩销售实体店已经
成为中原百姓喜闻乐见、丰富娱乐生
活和种下希望、支持公益、奉献爱心的
好去处。

河南体彩的 20年历程，也融入并
伴随着中原大地 20年来的深化改革、
蓬勃发展。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强有
力资金支持下，河南的体育事业蒸蒸

日上。全民健身方面，各地的体育公
园星罗棋布，“15分钟健身圈”在每一
个城市满足着老百姓的健身需求；竞
技体育方面，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
持下，河南竞技体育人才辈出，从邓亚
萍到孙甜甜再到朱婷，国庆盛典中三
位河南奥运冠军的“接力”，成为河南
体育人在各个时代里接续奋斗的缩

影；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方面，体育彩
票公益金支持下的一大批知名品牌赛
事落户中原，少林武术、太极拳成为享
誉全球的中国名片。

体育彩票公益金在助力中原体育
腾飞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
作用，让老百姓成为健康中原、幸福中
原建设的最大受益人。

依中原大势 展公益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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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知识竞赛颁奖现场

以党建引领 为党旗增辉

谁能让象征祖国尊严和荣誉的
五星红旗在国际舞台高高飘扬、为中
原添彩？河南运动员能！多年来，在
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我省的竞技体
育持续取得进步，越来越多的河南运
动员在国际赛事中争金夺银，让五
星 红 旗 一 次 又 一 次 在 国 际 赛 场 升
起，为祖国、为河南不断赢得荣誉和

尊重。
2002 年，河南省体育局投入省

本级体彩公益金 4100 万元。到了
2019 年 ，这 个 数 字 已 经 是 2.93 亿
元。投入竞技体育领域的体彩公益
金，被用在改善训练比赛场地设施条
件以及运动装备、支持运动队参加国
际国内赛事、资助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举办或承办省级及以上大型体育
赛事等各个方面，给河南竞技体育带
来了全方位的保障和提升。2019年，
河南竞技体育围绕备战东京奥运会、
北京冬奥会、西安全运会的目标任
务，在世界和亚洲最高水平赛事中共
获得 16个冠军、8个亚军、7个季军。
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也闪耀

着“河南亮点”——河南输送的运动
员获得 17金、6银、1铜，跳伞运动员
邢雅萍凭借 8枚金牌成为军运会“八
冠王”。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体育机
构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持续向省
队、国家队输送出大批竞技体育人
才，为体育强省、体育强国建设作出
了积极贡献。

为祖国添彩 为中原加油

郑开国际马拉松赛上阵容强大的体育彩票团队

广惠大民生 全力助脱贫

回望20年发展之路，河南体彩
人将继续不忘初心、努力拼搏，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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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落实“防
风险、转方式、增后劲、促发展”的工
作要求，持续打造公益体彩、民生
体彩、责任体彩、诚信体彩，推动河

南体育彩票高质量健康发展。努
力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筹集体彩
公益金，为加快体育强省、健康中原
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提供坚强
有力支撑，答好新时代的“考卷”，并
乘着中原崛起的东风，努力成为体
育彩票事业的追梦人，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①2019年 6月，时任河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书记王海新将“体
彩助莉”捐助款送到受捐助者程艳
芳手中

②2019 年 10 月，河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书记韩宇（左）代表中
心向信阳市罗山县山店乡张湾小学
捐赠“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③2020年 10月，“中国体育彩
票·新长城助学基金”向河南师范大
学优秀大学生捐助

④2018年 6月，奥运冠军孙甜
甜带领体彩新长城助学基金受助大
学生赴北京观摩中国体育彩票开奖

省体彩中心除了不断以负责任
的方式筹集越来越多的体彩公益
金，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全民健身、扶贫、农村医疗救助、
教育助学、未成年人校外教育、残疾
人事业、抗震救灾、红十字事业、文
化、法律援助、农村贫困母亲“两癌”
救助等社会公益事业外，还一直在
默默践行着服务民生的社会责任，
为幸福中原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多年来，通过“快乐操场”向 216所
中小学捐助体育器材、开设快乐体
育课堂，受益师生 6.5万余人；通过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
项目资助省内 8所高校优秀困难大
学生 640名，让他们能顺利地完成
学业并回报家庭和社会；与河南广
播电视台联合开展“体彩助莉”公益
活动，救助社会急难群体和家庭
249 次；不间断地开展慰问抗战老
兵、关爱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活动、
帮助困难环卫工人等，弘扬社会正
能量；持续借助“郑开国际马拉松”
等群众赛事和活动，支持全民健身，
受益群众数十万人次……

筑公益公信
助幸福中原

做责任彩票 保行稳致远

追梦不停步 携手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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