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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年终奖”他们这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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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的“年终奖”怎么发、发给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去
广东和山西看一看。种种答卷中，一些关键词得以闪现，比如“涨
钱”，比如“沾光”，比如“升级”，比如“暖心”，比如“中奖”……

●时评

“体彩年终奖”
不只关乎“钱”

野我领到了人生中最大的
耶年终奖爷遥 冶说这话的袁是山西运
城的体彩大乐透 1804万元大奖
得主遥

2021 年 12 月 29 日袁运城
市购彩者张先生渊化姓冤现身

山西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袁领
走这一令人羡慕的巨奖遥12 月
20 日袁体彩大乐透第 21146 期
开奖 袁 全国中出开出 7 注头
奖袁 其中 2 注采用追加投注遥
开奖后袁山西运城市这位幸运

儿凭借一张 野9+5冶 复式追加
票袁单票各奖级总计中获 1804
万元遥

野我买大乐透时间不长袁算
是意外收获吧遥 冶他说袁他平时喜
欢踢足球袁此前主要购买与足球

相关的体育彩票遥 张先生介绍袁
他会与家人分享这个野年终奖冶袁
野好好孝敬一下父母袁 再给小朋
友包一个大耶红包爷袁欢欢喜喜过
大年遥 冶

渊李明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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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月 10日袁 腊八节当
天袁 山西体彩阳泉市义工队在
当地八家体彩实体店开展了
野浓情腊八 爱暖阳泉冶腊八节派
粥活动遥 这种特殊形式的野年终
奖冶袁令很多人感到野幸福来得
太突然冶遥

当天上午 7点半袁派粥活动

正式开始遥 现场早早排起 野长
龙冶袁很多居民闻讯赶来特意喝
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遥 体
彩义工队专门准备了一次性的
碗和勺袁 方便大家在上班路上
喝一口热粥遥 还有不少居民自
带保温盒袁 想着要给家里老人
带一份回去袁 让家人感受浓浓

的腊八节日氛围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体彩义工队

还专程为值守小区的一线防疫
工作人员送去腊八粥袁 让他们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感受到来自

体彩的浓浓暖意遥 值守在小阳
泉社区排查外来人员的张大爷
说院野这碗腊八粥真是暖到了心

坎里浴 我已经在这值守一晚上
了袁 大早上能喝到一碗热气腾
腾的腊八粥袁心里暖暖的遥 马上
就要过年了袁 希望这疫情早点
过去袁谢谢你们浴 冶

小小的一碗腊八粥袁暖胃又
暖心遥 体彩人的温暖举动袁让社
会感受到了体彩人的爱心遥

山西阳泉：体彩义工队奉送爱心粥关
键
词
暖
心

元旦前夕袁 广东省梅州市体
彩中心开展的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实体店提档升级工作圆满完成遥
2021年度袁 梅州市体彩中心累计
对 140家体彩实体店的店面形象
进行提档升级袁 使惠及的实体店
售彩环境及服务能力实现 野双提
升冶袁在喜迎新年之际收获了一份

具有特殊意义的野年终奖冶遥
据介绍袁实体店提档升级工

作是梅州体彩为深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袁贯彻新发展理念办实
事袁切实服务梅州广大体彩实体
店袁不断提升购彩者购彩体验而
开展的遥 近日袁当地体彩实体店
代销者纷纷表示袁提档升级后的

实体店形象焕然一新袁整洁规范
的购彩环境提升了购彩者的购
彩体验袁 为实体店拓展拉新助
力袁增强了经营信心遥

梅州市体彩中心相关人士
表示袁进入 2022年袁梅州体彩将
继续围绕野建设负责任尧可信赖尧
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冶的

发展目标袁以责任为先导袁以安
全为保障袁行稳致远袁守正创新袁
推进梅州体彩转型升级袁推动区
域共融协调发展袁争取公益金筹
集稳中有升袁为梅州体育事业发
展尧助力梅州创建全国足球发展
重点城市尧打造梅州足球特区作
出更多尧更大的贡献遥

广东梅州：140家体彩实体店提档关
键
词
升
级

1 月 6 日上午袁 广州市白
云区体彩中心为中出足彩大
奖的体彩实体店举行大奖庆
祝活动遥 现场锣鼓喧天尧醒狮
助兴袁该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
责人为该店代销者颁发了幸
运销售牌匾遥活动现场吸引了
不少附近街坊围观 袁 非常热
闹遥

据了解袁 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第 21157 期足彩 14 场胜
平负游戏开奖中袁全国共计中
出 3 注一等奖袁 单注奖金 500
万元遥 其中一注落户广州白云
区大金钟路第 23782 体彩实
体店遥

据介绍袁大奖得主是一位居
住在体彩店附近的中年大叔袁是

足彩忠实拥趸袁 每期都会到第
23782实体店买彩票袁 此前也经
常中得几千元尧 上万元的奖金袁
此番终于结缘大奖袁也让他的坚
持赢得了回报遥

正所谓野赠人玫瑰袁手有余
香 冶袁 在购彩幸运儿收获 500
万超值野年终奖冶的同时袁出奖
体彩店也沾到了野喜气冶袁获得

了体彩中心给予的精神和物

质奖金袁这份野年终奖冶拿得也
是心满意足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第 23782 体彩实体店在 2016
年 12 月曾中出体彩大乐透
1049 万元大奖 袁是一家 野大奖
旺站冶遥 这次喜迎足彩 500 万
大奖袁是时隔 5 年之后幸运之
神的再次光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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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31日袁广东省
体彩中心通过官网发布公告遥 公
告称袁为持续做好野六稳冶工作袁
落实野六保冶任务袁缓解实体店经
营压力袁经广东省体育局尧省财
政厅批准袁 自 2022年 1 月 1日
起袁全省实体店超级大乐透游戏
代销费调整至 9%袁 传统足彩游
戏代销费调整至 8%遥

一句话袁广东体彩实体店的
代销费野涨钱冶了浴 其中袁体彩大
乐透的代销费比例从 8%涨至
9%袁 传统足彩的代销费比例从
7.5%升至 8%遥

这次野涨钱冶袁既可以被视
为是对代销者发放的一次可观
野年终奖冶袁 也可以被看作是为
实体店经营者注入的一针提振

信心的野强心剂冶遥据统计袁广东
省 2021 年销售体彩大乐透
43.48 亿元袁创历史新高袁同时

中出 500 万元及以上大奖 79
注曰当年销售传统足彩 16.9 亿
元 袁 比 2020 年销量增长超 1
倍袁其中 14 场胜负游戏中出一
等奖 28876 注遥有评论指出袁广
东体彩此次对大乐透和足彩这
两款游戏调整代销费袁 将有利
于提高代销人员的积极性袁增
加彩站生存能力遥

对此袁野新华论彩冶 的评论
称袁提升代销费比例是广东体彩
对代销者的扶持袁为体彩店降压
减负袁对广东体彩代销者来说无
疑是个好消息袁野简单来说袁2022
年袁体彩代销者到手的代销费会
有所增长遥 冶

野新华论彩冶还算了一笔账遥
2021年袁广东省体彩大乐透销量
为 43.28 亿元袁 传统足彩销量
16.9亿元遥 调整后袁大乐透代销
比例提高 1%袁 传统足彩代销比

例提高 0.5%要要要这样的话袁大乐
透游戏部分广东体彩将向代销
者额外支付 4328 万元代销费袁
传统足彩部分将额外支付 845
万元曰两项合并袁最终广东体彩
代销者将多拿到 5173万元代销
费遥 目前广东在售的体彩实体店
有 1.4万多家袁 平均每家实体店
年收入将增加近 4000元遥

一个不争之实是袁 近两年
来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的复
杂多变袁我国彩票行业发展遭遇
冲击袁特别是彩票销售领域面临
重大挑战遥2020年和 2021年袁我

国彩票游戏政策经过调整后袁高
频尧快开游戏全部退市袁彩票销
量增速受到抑制袁彩票代销者的
收入受到影响袁需要配套政策进
行平衡遥 可喜的是袁近两年来袁在
责任彩票建设引领下袁全国各级
各地体育彩票机构主动作为袁彰
显责任担当袁不断出台提升代销
费尧 发放阶段性补贴等举措袁切
实为体彩实体店经营者减负增

收袁为体育彩票销售和体彩公益
金筹集赋能遥 这些实打实的暖心
帮扶之举袁 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袁
为代销者增添了信心遥

广东体彩：提升部分游戏代销费
姻戴新

体彩也有野年终奖冶钥那是必
须的浴

辞旧迎新之际袁 什么话题最
吸引人钥诸多话题中袁野年终奖冶这
仨字儿肯定能排在前头遥 体彩的
野年终奖冶袁有很多表现形式遥

比如袁在跨年之周渊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 月 2
日冤袁 体彩全国联销游戏 渊大乐
透尧7 星彩尧排列 3尧排列 5尧传统
足彩尧 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冤
通过 28.16 亿元发行量筹集了
7.81亿元公益金袁 并送出 20注
500万元及以上大奖袁 其中包括
大乐透 17注尧7星彩 3注遥 上面
这些数据袁 无论是公益金筹集
额袁还是大奖中出数袁都是体育
彩票为公益贡献者和公益受益
者送出的闪光的野年终奖冶遥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
票袁 体彩公益金被广泛应用于全
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以及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尧 抗震救
灾尧城乡医疗救助尧教育助学尧未
成年人校外教育事业尧 残疾人事
业尧 红十字事业等多项社会公益
事业遥 进入 2022年之后袁源源不
断的体彩公益金将一如既往充实
我国公益事业的野粮仓冶遥

年终奖袁有可能是野钱冶遥 比
如袁2021年 12月 31日袁 广东省
体彩中心发布公告称袁 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袁全省实体店超级
大乐透游戏代销费调整至 9%袁
传统足彩游戏代销费调整至
8%遥 相比以往袁两项代销费比例
分别提升了 1%和 0.5%遥 广东体
彩在去年年终放出的野大招儿冶袁
会惠及广东体彩代销者的每一

天遥 这样的野年终奖冶袁影响力自
不待言遥

年终奖袁也不一定是野钱冶袁
还可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遥 比
如在广东梅州袁当地体彩在野我
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中完成
了实体店提档升级工作袁2021年
全年累计对 140 家实体店的店
面形象进行提档升级遥 这样的成
绩袁如同一张漂亮的答卷袁也会
让体彩店经营者们感受到收获
野年终奖冶般的温暖遥

对于购彩者来说袁中奖是他
们最盼望的事遥 岁末年初袁体彩
大奖不断中出袁幸运儿不断收获
幸运袁领走野年终奖冶遥 这其中袁借
助于高奖池下的奖金分配规则袁
体彩 7 星彩的二等奖奖金成色
令人羡慕要要要在第 22004 期开
奖中袁河南一位购彩者虽然错失
头奖袁只收获二等奖袁但是奖金
高达 500万元袁与一等奖封顶奖
金持平遥 这样的野年终奖冶袁实在
是野美翻了冶遥

辞旧迎新袁踏上新途遥 体彩
野年终奖冶袁多多袁益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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