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7月 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戴新 ■美术编辑 /张长征02声音 中国体彩报

每名“体彩党员”都应成为一面鲜红旗帜

姻戴新

欲戴王冠 必承其重

姻王红亮

晒账本 彩票公益金“落地有声”

姻于彤

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群人袁平时袁
他们在自己岗位上勤勤恳恳尧 默默奉
献,危急关头袁他们挺身而出尧冲锋在
前遥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要要要共产党
员遥 他们总是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
于一切袁哪里有需要就出现在哪里遥

在体彩系统内袁同样有着一群不
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尧立足岗位尧冲锋在
前的共产党员遥这样的体彩党员在全
国各地屡见不鲜遥 他们是体彩人袁更
是共产党人袁他们在体彩工作岗位既
坚守本职袁 又勇于创新袁 既守土有
责袁又敢于突破遥 他们用行动展示着
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袁用敬业精
神与奋斗情怀书写着体彩人的责任

与担当遥
在山东袁有一位有着 8年党龄尧投

身体彩行业 18年的体彩 野老兵冶要要要

山东省体彩中心党总支委员党建办主

任尧临沂体彩分中心主任吴玉龙遥多年
来袁吴玉龙的体彩经历相当丰富袁变换
了多个工作岗位袁但他始终没有忘记
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袁时刻牢记肩负
的党员责任遥 他表示袁野体彩党员要
勇于承担责任袁甘为人梯袁推动公益
事业不断发展遥 冶从野门外汉冶到野内
行人冶袁 从推进党建与体彩业务深度
融合到取得多个荣誉袁是共产党人的
责任感与体彩人的使命感在背后提

供坚强支撑遥
在天津袁 天津市体彩中心渠道销

售部区域主管吕兴祖袁 本职工作是负
责体彩销售尧渠道拓展尧合规运营及实
体店日常管理等遥工作已然繁忙袁但为
了进一步提升内部员工以及一线销售
人员的业务能力袁他自愿野兼职冶担负

起培训师工作遥 培训工作平均每月一
次袁备课尧讲课都要花费不少精力袁但
他任劳任怨尧干劲十足袁表示作为一名
党员就要在奋斗中践行初心使命尧展
现担当作为袁铸就无悔青春遥

在青海袁 西宁市体彩中心专管员
杨俊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袁
每天在志愿服务在岗时间超 12 个小
时遥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后袁他又为体彩
实体店复工复产忙碌袁 通过为实体店
服务尧为代销者服务尧为购彩者服务袁
践行野为人民服务冶的责任担当遥 野体彩
党员冶应该是什么样的钥 对此袁这位体
彩专管员抛出一句掷地有声的凡人金

句院野面对疫情袁党员靠前站尧往前冲袁
是理所应当的事遥这个时候袁我们就得
豁得出去尧顶得上来遥 冶

关键时刻袁靠前站尧往前冲尧豁得

出去尧 顶得上来要要要这是全国各地无

数 野体彩党员冶 的共同心声和铮铮誓
言遥 无论在日常岗位上还是在特殊考
验中袁每一个野体彩党员冶都是一面旗
帜袁他们在发扬野责任尧诚信尧团结尧创
新冶的体彩精神的同时袁传承并弘扬着
伟大的建党精神袁 体现了体彩人的忠
诚担当遥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袁 一名党员一
面旗帜袁一颗初心一份使命遥在党旗指
引下袁野体彩党员冶始终不忘初心袁牢记
使命袁 以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责
任与担当袁 在平凡分岗位闪耀党徽的
光芒遥

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要要要每名野体
彩党员冶都应当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浴

买彩票的钱去哪了袁 是每一位购
彩者关心的问题遥 彩票公益金使用单
位和相关部门依法按时晒账本袁 让彩
票公益金野落地有声冶袁也让购彩者清
楚地知道自己买彩票的钱都花到了哪

些地方遥
不久前袁 与体育彩票公益金息息

相关的一个最新野年度账本冶袁被国家
体育总局及时地晒了出来遥

6 月 30 日袁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2021 年度本级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
公告遥 2021年度袁分配给国家体育总
局的彩票公益金 25.90 亿元袁其中群
众体育使用 7.48 亿元袁 竞技体育使
用 18.42亿元遥 包括用于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建设 1.89 亿元袁 用于开展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 1.01 亿元袁 用于青
少年体育项目 3.25 亿元曰 用于奥运

争光计划纲要保障项目 6.28 亿元袁
用于重大奥运参赛训练场地设施建
设 9.96亿元等遥

数字看似枯燥袁 现实却这般鲜
活要要要

今年 2月袁第 24届冬奥会在北京
举行袁我国运动员获得 9金尧4银尧2铜
的历史最好成绩袁 这里面就有彩票公
益金的功劳遥据统计袁国家体育总局本
级彩票公益金仅 2016年至 2021年就
有超过 61亿元用于支持竞技体育袁近
两年更是加大了对竞技体育支持的力
度袁 确保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和国家
队训练比赛正常进行遥 我国健儿也用
优异的运动成绩回报了彩票公益金对
于竞技体育的支持遥

在鼎力支持竞技体育工作的同
时袁 国家体育总局本级彩票公益金也

为群众体育工作开展伸出援手遥 为推
动落实 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袁
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建设了 100多个
群众滑冰场试点项目袁 完善群众冰雪
场地设施袁 为广大群众参与冰雪运动
提供条件曰 继续支持全运会群众体育
赛事袁 第十四届全运会设群众赛事活
动 15个大项尧142个小项袁 共有 7024
名运动员参加了 1767场决赛遥继天津
全运会后袁 草根选手再次绽放在全运
会的舞台上遥

此外袁今年 6月底之前袁各省市体
育局也陆续发布 2021 年度本级体彩
公益金使用情况遥 以河南为例袁2021
年共安排支出 8.13亿元体彩公益金袁
用于实施群众体育工作和资助竞技体

育工作要要要包括用于实施城乡基层全
民健身设施器材补助尧 青少年体育训

练尧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尧国民体
质监测等遥在体彩公益金大力支持下袁
河南省在 2021年新增渊更新冤全民健
身体育设施项目 1400 余个遥 河南省
14名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袁 获得 2
金 1银袁打破 1项世界纪录曰466名运
动员参加十四运袁获得 16金 11银 17
铜噎噎这背后袁 都有体彩公益金的默
默支持遥

一座又一座奥运场馆尧 一块又
一块奥运奖牌尧 一场又一场全民健
身赛事尧 一项又一项青少年体育普
及活动袁 都在向公众诉说着彩票公
益金的野去处冶遥 国家体育总局以及
各省市体育局在规定时间内详细公
布本级彩票公益金使用明细袁 让彩
票公益金野落地有声冶袁回应了广大
购彩者的关切遥

关于体彩 4.39 亿元巨奖袁 坊间
议论声已经持续一周多袁热度不减遥

6月 25日袁超级大乐透第 22071
期开奖后袁广东肇庆一家体彩实体店
共计中出 47 注追加投注一等奖袁总
揽奖金高达 4.48 亿元遥 中奖彩票分
为两张院 其中一张为 46倍投注的单
式追加票袁单票独擒 4.39 亿元巨奖袁
已经确定为同一人所中曰另一张为 5
注投注的单式追加票袁单票擒奖 954
万元遥

这些日子袁人们每次聊到彩票话
题袁 亿元巨奖是难以绕过的一个焦
点遥特别是很多以前不怎么接触彩票
的人士袁总会问这些问题要要要这个大
奖是真的吗袁 那个独揽 4.39 亿元的
购彩者为啥就偏偏买了 46倍尧 为啥
不凑整买 50倍钥 大奖得主什么时候
才能现身袁现身时是会戴着面具还是
会露脸领奖钥买彩票中大奖到底有没
有野技巧冶尧有没有窍门钥

上面这些疑问就像一个 野复读
机冶袁 在每次彩票大奖新闻出现之后
都会来一番野轰炸冶钥 细算起来袁被同
一人独中的 4.39 亿元已是体彩史上
第 22 个亿元巨奖了袁而这 22 个野超
级幸运冶全部出自作为体彩大盘游戏

的超级大乐透遥 再算一笔账要要要从

2007 年发行上市袁 超级大乐透已经
走过 15 个年头袁15 年送出 22 个亿
元巨奖袁平均每年至少送 1个遥 换句
话说袁体彩亿元大奖离人们的视线也
没有那么遥远遥
彩票大奖新闻热度居高不下袁不

是这一两年才形成的现象遥 15 年以
来袁超级大乐透一等奖奖金成色不断
拉高袁从野最高 500 万冶到野超越 500
万冶再到亿元巨奖接续爆出袁也是有
一个发展过程的遥
有统计显示袁 体育彩票在 2012

年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亿元级别大奖遥
2008 年袁超级大乐透曾创下 8234 万
的当时大奖最高纪录并保持大约 3
年之久遥 2011 年袁 随着超级大乐透
1.68 亿和 2.48 亿两个亿元巨奖先后
在重庆和武汉横空出世袁体彩的大奖
开始进入野亿元时代冶遥 2014年袁超级
大乐透 4.97 亿元巨奖落户山东淄
博袁更是创下了迄今无人打破的体彩
第一大奖纪录遥
体彩与体育袁始终血脉相连遥 那

么袁体彩大奖与体育又有何关联钥 以
前我们开过类似玩笑袁现在不妨再开
一次要要要22 个体彩亿元巨奖得主袁

不多不少正好可以组成两支足球队曰
若以中奖总额计袁这两支球队的野总
身价冶超过了 43亿元袁含金量足以盖
过当今所有中超球队身价的总和遥

我们还可以设想院 由 22 个体彩
亿元得主组成两支足球队袁踢一场隔
空虚拟的 野中超联赛冶袁 至于谁踢前
锋尧谁踢中场尧谁踢后卫尧谁当守门
员袁不妨通过每个人中奖奖金的多少
以及各自不尽相同的投注方式来进

行野设计冶和野编排冶钥 别说袁这样的事
情袁哪怕只是想一想袁都感觉很有趣遥

每当亿元巨奖来袭袁有人羡慕袁
有人猜测袁有人野上头冶袁也有人野探
因冶遥 比如袁不久前 4.39 亿元巨奖爆
出后袁就有人再次提及一个野规律冶院
所有亿元大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袁
那就是中奖者都使用了野倍投冶这个
方式遥

其实袁在野倍投出巨奖冶的背后袁
彩票游戏单注奖金上限封顶政策也

屡屡受到热议遥 在我国袁彩票奖金实
行单注奖金上限封顶袁 彩票游戏的
封顶金额由财政部根据彩票市场发
展情况尧彩票游戏机理和特征尧具体
彩票游戏的奖组规模等因素设置并

在彩票游戏规则中规定遥 每当倍投

引发大奖袁 总有业内人士提问要要要
我国彩票奖金能否施行野上不封顶冶
政策袁 或对上限封顶金额进行大幅
提升钥 对此袁 业界及舆论一直有探
讨尧有辩论尧有期待袁而在政策面以
及现实中则是有难度尧有复杂性尧有
待时间回答遥

亿元巨奖引发彩票焦点话题的

集体性思考袁 成为一个社会性现象袁
有其独特的历史脉络遥 在这个过程
中袁虽然人们一直会提问渊比如大奖
到底是不是真的冤袁一直有不解渊比如
为什么肇庆的中奖者偏偏会投注 46
倍冤袁但是我们也看到袁这些疑问和不
解的声音在十几年间甚至体彩全国
统一发行 28余年的时间长河里袁野音
量冶正在渐渐变小袁取而代之的是更
多人对于体彩公信力尧体彩公益性的
了解与认可遥

欲戴王冠袁必承其重遥 中国体育
彩票袁因公益而生袁因公信而立遥 每
一次体彩亿元巨奖持续不减的热

度袁 都承载着社会公众对于体育彩
票公信力尧 公益性这两大支柱属性
的强烈期待遥 这样的期待袁对于中国
体育彩票以及全国体彩从业者也是

一种鞭策遥

要要要从体彩亿元巨奖热度不减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