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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21 年销售工作的结束，近日，各省市体彩陆续交出 2021 年的“成绩单”。同时，2022年
的体彩工作也已拉开帷幕。浙江、四川体彩召开会议，明确提出 2022年的工作目标；内蒙古体彩推
广电子合同签订工作，为代销者带来便利；广东体彩入驻商业综合体，开发市场工作有序进行……
告别 2021 年，体彩人马不停蹄地开始了 2022 年的工作。

近日袁2021 年体彩销量数
据出炉遥 广东尧山东尧浙江等体
彩中心在公布数据的同时袁也
总结了过去一年对公益事业的

贡献遥 体彩公益金项目已渗透
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袁为多项民
生事业保驾护航遥

2021 年 袁 广东体彩销售
216.84亿元袁 筹集公益金 55.33
亿元袁全年在售实体店 1.4 万多
个袁 实体店年度提取代销收入
14.11亿元袁 提供就业岗位 2万
多个袁全年中出 114注 500万元
及以上大奖袁代扣代缴个人偶然
所得税 5.18亿元遥 这一年袁广东
体彩继续举行野广东公益体彩进
社区冶活动袁全年累计举行 211
场袁在活跃社区文化尧丰富百姓
娱乐生活的基础上袁该活动通过
野一站式冶宣传服务袁让更多居民
全面认识体育彩票袁切身感受到
体育彩票履行社会责任的担当
与公益公信的正面形象遥

2021 年 袁 浙江体彩销售
169.13亿元袁 筹集公益金 44.79
亿元袁中出 500万元及以上大奖
88 注袁 代扣代缴个人偶然所得
税 3.5 亿元袁购彩者捐款 164.4
万元袁 为社会提供 2 万多个就
业岗位遥 2021年袁浙江体彩开展
了 36场大型品牌落地活动袁415

场实体店观球活动袁营造了浓厚
的竞彩市场氛围曰 开设 60家商
业综合体实体店袁2049 家罗森尧
十足等便利连锁渠道店袁68 家
景区尧体育场馆尧影院等特殊渠
道实体店遥

2021年袁山东体彩销售 167
亿元袁筹集公益金超过 40亿元袁
解决就业岗位近 3万个遥山东体
彩连续 14年开展 野情系革命老
区 关爱寒门学子冶 公益品牌活
动袁累计出资 670 万元袁为 1700
名学子送去助学款曰 连续推出
野德美山东冶文化作品大赛袁6 年
投入 74.4万元举办赛事袁 参与
人数 3万多人次曰举办野体彩袁不
止运动冶品牌活动袁通过野快手冶
短视频平台征集作品超过 6000
个袁播放量过亿遥

2021年袁河南体彩销售 165
亿元袁筹集公益金 41亿元袁中出
37个千万元大奖袁 上缴个人所
得税 2.03亿元袁 提供就业岗位
近 3万个遥 除了筹集体彩公益
金袁河南体彩还积极筹措发行经
费开展回馈社会的多项公益活

动遥 2021年袁河南省体彩中心出
资 47万元袁通过野体彩助莉冶帮
扶急难人群 45个曰出资 60万元
连续第 9年开展 野体彩窑新长城
助学冶活动曰出资 24.65万元袁连

续第 7年向省内健身团体捐赠
体彩宣传衫曰 出资 48 万多元袁
连续第 9 年开展野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冶活动袁向省内 25 所学
校捐赠体育器材尧体育设施和快
乐体育课袁 与省内专业院校合
作袁 向其中 10所受助学校提供
为期 3 个月的体育支教活动遥
在 2021 年的抗洪救灾中袁体彩
店化身公益驿站袁 承载便民服
务站的功能袁 为助力民生发挥
了积极作用遥

2021年袁 湖北体彩销售超
过 113亿元袁 筹集公益金近 28
亿元遥 继 2018年尧2019年后袁湖
北体彩年销量再次跨过百亿元
大关遥湖北体彩借助全国性品牌
营销活动袁 全方位挖掘市场潜
力袁 大乐透 10亿元派奖期间实
现增幅 28.8%袁7 星彩派奖期间
销量增幅达 94.15%曰 借助全国
体彩即开新票上市促销袁重点培
植了 20个标杆店和 100个示范
店曰通过体彩文化沙龙袁将体彩
故事和体彩文化传播尧渗透到各
行各业遥

各省市体彩在亮出 2021年
销量野成绩单冶的同时袁也总结
了过去一年公益尧 市场等方面
的工作袁为 2022 年再上层楼打
下基础遥

公布数据———

体彩公益金为民生事业保驾护航

1月 10日袁中国体育彩票第
四届浙江省体育产业领军人物
颁奖晚会在杭州举行遥浙江省体
彩中心党总支书记尧主任王振璋
出席晚会袁 为领军人物颁奖袁并
参与了野浙江体彩助力浙江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冶仪式遥 作为本
届评选活动的公益合作伙伴袁浙
江省体彩中心为本次评选活动
全程提供支持遥 晚会最后袁浙江
体彩携手浙江省体育局尧主流媒
体尧爱心体育企业等单位袁共同
举行野浙江体彩助力浙江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冶 仪式遥 2022年袁
浙江省体彩中心为助力建设共
同富裕区袁将着力打造一系列品
牌公益活动袁包括野共富浙江 快
乐操场冶公益活动尧浙江主题即
开票发行尧买彩票送门票尧山区
26 县门店帮扶以及特殊群体申
请门店等遥

1月 11日袁四川省体彩中心
通过视频方式召开 2022 年全省
体育彩票工作会议遥 会议全面总
结了 2021年四川体彩的工作袁表
扬了 2021 年度先进集体袁 部署
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袁省中心与
各分中心签订了责任彩票建设等
3 个责任书袁24 个分中心分别汇
报了 2022 年工作计划和一季度
工作安排遥

四川省体育局副局长程静对
2022年体彩工作提出三点要求院
一要融入发展新格局袁 做敢担当
的体彩人曰二要认清发展新形势袁
做负责任的体彩人曰 三要开创发
展新局面袁做有作为的体彩人遥

不管是颁奖晚会袁还是全省工
作会议袁浙江和四川体彩都在会上
肯定了上一年取得的成绩袁同时对
新一年的工作提出目标袁让广大从
业者找到努力的方向遥

召开会议———

提出 2022年体彩工作目标

通辽体彩为代销者配发防疫物资

1月 6 日起袁内蒙古通辽市
体彩中心开展全市实体店合同
签订工作袁 计划用时 15天完成
全市 420 余家实体店的合同签
订工作遥

为了在疫情防控工作常态
化下有序完成电子代销合同
的签订袁通辽市体彩中心制定
了具体实施方案袁按照简化环
节尧优化流程 尧归口受理的模
式袁分片分区进行市区实体店
和旗县实体店的合同签订工
作遥 其中袁市区实体店相关业
务分批安排在体彩中心服务
大厅完成袁旗县实体店由专管
员前往店内进行办理遥 代销者
前期只需提交实体店信息袁中
心进行收集尧确认尧录入尧审批
后袁出示身份证即可办理签订
手续遥

在本次合同签订工作开展
的同时袁通辽体彩还为每家实
体店配备了口罩尧 消毒液尧湿
巾尧一次性手套尧防疫手册等
防疫物资 遥 代销者们纷纷表
示 袁 以前签纸质版合同要排
队尧填写资料等袁每次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办好袁而且纸质版
合同还有丢失的风险遥 电子合
同更便于保存 袁 随时可以翻
查袁也不用担心弄丢了遥 体彩
中心发放的防疫物资袁让代销
者在销售体彩的同时可以更
好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袁保证
购彩者的安全遥

近年来袁代销合同电子化逐
渐在全国推广遥此举更有利于加
强实体店代销合同规范化管理袁
对进一步促进销售渠道合规监
控具有重要意义袁同时也给广大
代销者带来便利袁让他们腾出更
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体彩销售
工作中遥

签订合同———

加强实体店代销合同规范管理

开发市场———

新型体彩店开启潮玩趣生活

岁末年初袁 河北体彩进驻崇
礼滑雪场遥 这也标志着中国体育
彩票实体店在冬奥小镇崇礼的四
家大型滑雪场均设店营业遥 张家
口体彩把握北京冬奥会重大历史

机遇袁 借助民众对冰雪运动的热
情袁 通过多方走访沟通尧 资源协
调尧渠道邀约尧形象设计尧布建施
工等工作袁 终于把体育彩票成功
带进崇礼的四家大型滑雪场遥

2021年以来袁 各省市体彩陆
续把实体店开进商业综合体袁为市
民带来潮玩趣生活遥 近日袁一家中
国体育彩票门店在珠海市高新宝

龙广场投入使用袁这也是珠海首家
新型商业综合体体彩实体店遥开在
商业综合体的体彩店袁一方面丰富
了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袁一方面也
为大家随手公益带来便利遥

宝龙广场体彩专营店开业首
日袁吸引了不少市民光顾遥 据该店
工作人员苗小姐介绍袁这家体彩店
又名野一家幸运又好玩的店冶袁与传
统的体彩店不同的是袁这里配有大
面积的即开型彩票展示区袁陈列时
下流行的各款主题即开票袁还有触
摸屏自助选号销售设备袁购彩者可
以自助打印大乐透尧7星彩尧 排列

3尧排列 5等游戏的彩票遥刘女士表
示袁野我来商城吃饭袁路过这里就被
体彩店靓丽的外观吸引了袁没想到
还中了几十元奖金袁 真是意外之
喜遥 冶李先生说他是第一次看到大
型商场开设体彩店袁 感觉很好奇袁
便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张体育
彩票袁野店里设备操作简单袁工作人
员简单示范了一次袁我就学会了自
助购买体育彩票遥 冶

2021年下半年以来袁河南许
昌体彩中心组织开展了多项责任
彩票主题建设工作遥其中袁在全市
400 多家实体店中选出 12 家店
进行责任主题改造建设袁 主要体
现在责任彩票专区改造袁 店内设
施升级等遥本次统一规划与重建袁
许昌体彩对实体店内的责任彩票

专区实现了全面亮化遥同时袁店里
还配备了供购彩者使用的雨伞尧
充电宝尧便民箱等袁代销者主动配
置医药箱和测压仪袁 得到了购彩
者的一致好评遥

各省市体彩不断拓宽销售渠
道袁提升了市民的购彩体验袁也提
升了代销者对责任彩票建设的关

注度与重视度袁 更有利于向社会
传达责任彩票的理念遥

体彩品牌形象店进驻崇礼滑雪场

■2022年 1月 1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于彤 ■美术编辑 /孙芳 03要闻中国体彩报

公布数据 签订合同 召开会议 开发市场

告别 2021 体彩人“迎战”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