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对帮扶，助力乡村振
兴；爱心助学，帮助寒门学子
完成学业；志愿服务帮困助
困，传递爱的温暖；抗击疫情，
全体党员签订请战书，奋战一
线……浙江省温州市体彩中
心党支部自 2005 年成立以
来，围绕中心工作实际，抓党
建、带队伍、促发展，在各项工
作中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收获了一项又一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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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七月来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101个年头。
自 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 28年以来，中国体育彩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颗红心向党，汇聚忠诚力量，为体育事业和公益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本报今期推出“彰显忠诚担当 体彩红心向党”特别策划专题，聚焦在党旗指引下的体彩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以及体彩

系统党员干部奋进风采，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周年，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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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专访浙江温州体彩中心党支部———

坚持党建引领 助力公益勇担当
求
是

党建引领
促进体彩健康发展

温州体彩聚力 野抓党建促发
展冶的核心思路袁坚持以党建统领
全局袁以党风促作风尧以党务推业
务袁创新野党建+冶工作思路袁强化基
层党组织建设袁将党建工作和各项
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袁全面加强内控
机制推进体彩健康持续发展遥

温州体彩不断健全党建工
作考核机制袁推出党员先锋指数
积分考评袁推动党员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曰完善叶党员联系服
务群众制度曳袁 党员分组对接县

级体彩站及所辖片区实体店袁解
决实际问题曰以廉政风险防控为
统揽袁组织职工签订叶温州市体
育彩票领域廉洁从业承诺书曳袁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和警示教育

等活动袁 全面排查风险漏洞袁强
化党风廉政建设遥

与此同时袁温州体彩党支部还
将党建工作延伸到体彩实体店遥温
州全市共有 1200多家传统体彩实
体店袁其中 610个野体彩驿站冶成为
公益体彩的党建宣传点尧公益落脚
点尧爱心服务点遥 温州体彩通过挂
牌野共产党员经营户冶袁把 36家党
员实体店建设成政治理论宣传尧精

神文明传播尧健康健身指引尧便民
利民服务的重要窗口袁加强体彩驿
站野党建+公益冶服务建设遥

不忘初心
践行公益传递温暖

用行动践行责任袁 用爱心传
递温暖遥 温州体彩党支部以全国
文明单位创建为契机袁融合野公益
体彩 乐善人生冶 的体彩品牌理
念袁以党员志愿服务为载体袁提升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水平遥

温州体彩党支部与永嘉横联

村尧东嶂新村尧新田园社区结对共
建袁帮扶修建村公路尧宣传栏尧篮

球场等设施袁 慰问困难群众和老
党员遥 2010年袁温州体彩与温州
市人民教育基金会联合设立了

野温州市中国体育彩票助学基金冶
项目,连续 12年开展野爱心助学冶
活动袁截至 2021年已出资 140万
元为 800名学生提供了助学金遥
在志愿服务方面袁 自党支部

成立以来袁 温州体彩共计开展
300 余场次公益活动和志愿服
务遥 其中袁野春运爱心小板凳冶野学
雷锋志愿服务集市冶野暖心帮扶抗
疫一线医务人员冶野关爱星星的孩
子冶 等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袁 反响强
烈遥今年袁温州体彩党支部组织体
彩党员下沉景山社区袁 一个半月
共参加社区文明创建活动 11次遥

抗击疫情
体彩党员奋战一线

2020 年袁 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袁 温州体彩党支部把疫情防控
作为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遥
疫情发生初期袁 温州体彩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袁 全体党员主动
签订请战书袁组建党员先锋队袁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2020年袁 温州体彩配合浙江
省中心向实体店发放 134.73万元

防疫补助袁做好提升实体店代销费
比例等工作曰2021年为实体店提供
疫情防控经营补助 14万余元袁精
准帮扶体彩实体店复工复产袁渡过
难关遥温州体彩还为实体店提供免
费口罩尧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袁全力
保障销售员和购彩者的安全遥

温州体彩党支部通过一系列
扎实有效的措施袁 实现了体彩实
体店零感染尧零确诊尧零传播袁因
体彩工作表现突出被国家体育总

局体彩中心表彰袁 被浙江省体彩
中心评为浙江省体彩系统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集体遥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袁一名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遥温州体彩党支
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公益体彩的
责任与担当遥 2020年袁温州体彩党
支部荣获市 野四化冶渊阵地标准化尧
活动制度化尧工作规范化尧服务常
态化冤示范党支部称号袁2021年荣
获温州市野双强冶党支部荣誉称号遥

一个个荣誉背后袁是温州体彩
党员对责任道路的不悔坚守袁也是
温州体彩党员对公益初心的不懈
追求遥 温州市体彩中心党支部书
记尧主任余蓓蕾说院野我们将始终贯
彻耶来之于民尧用之于民爷的发行宗
旨袁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让明天更
加温暖有光遥 冶 渊张秀秀冤

荫省市速递

多地体彩开展系列活动“庆七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1周年，增强各级
体彩系统党组织的凝聚
力，提升体彩系统党员干
部的光荣感、使命感，全
国各级体彩机构近期组
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党
建工作，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温州体彩党支部全体党员合影

广东深圳
座谈与走访相结合

不久前袁 深圳市体彩中心党
支部开展野七一冶主题党日活动袁
与基层党员代销者座谈袁 深入一
线慰问体彩从业者遥

6月 28日袁 深圳体彩党支部
组织党员代销者召开学习交流会遥
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袁进行面对面
沟通曰党员代销者畅所欲言袁党支
部成员仔细倾听并及时答疑解惑遥

深圳市体彩中心党支部书记
李少辉表示袁 中心党支部一定要
用心服务好所有从业者袁 广泛倾

听来自销售一线的声音遥 体彩代
销者尧党员熊坚表示袁20余年来袁
他的体彩店 20 年来从最初月销
量只有数千元到如今达到数十万

元袁 体彩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个人
发展袁让他实现了创业梦遥党员代
销者陈贞丰尧郭志勇尧李彬等人积
极发言袁野点赞冶 中心党支部为基
层党员和群众搭建野连心桥冶并提
出促进体彩发展的野点子冶遥

6月 29日袁深圳体彩三个党
员工作小组走访部分实体店袁为
党员代销者及身处困境的从业者
送上慰问品遥实体店代销者尧党员
肖乾龙表示袁 体彩党支部送来慰

问尧带来温暖袁野我会继续努力袁发
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袁 为体彩发
展作出贡献遥 冶

山东多地
参观与慰问并举

6月 30日袁山东日照体彩党
支部开展 野庆七一冶 主题党日活
动遥在活动中袁党员干部们来到位
于莒县招贤镇的 野本色要要要老党
员红色群落展览馆冶参观学习遥参
观结束后袁 部分党员和体彩志愿
者协会会员代表来到莒县四户困
难老党员家中进行慰问袁送上米尧
面尧油等生活用品遥

6月 29日袁 山东临沂体彩党
支部开展野七一冶走访慰问老党员
活动袁与相关单位党员一起来到兰
山区兰山街道李庄社区向光荣在

党 50周年以上的老党员们送上问
候并送去米尧面尧油等慰问品遥体彩
党员纷纷表示袁 要以老党员为榜
样袁学习传承老一辈的精神袁牢记
初心使命袁汲取奋进力量遥

江苏常州
赴革命基地受教育

6月 30日袁江苏常州体彩党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红色革
命教育基地要要要茅山新四军纪念

馆开展迎野七一冶主题党日活动遥
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大厅袁支

部全体党员高举右拳袁重温入党誓
词遥 参观展厅后袁大家前往苏南抗
战胜利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遥

活动结束后袁大家表示袁要将
新四军野铁军信念尧铁军作风尧铁
军团结尧铁军纪律尧铁军意志冶的
铁军精神发扬光大袁 以昂扬姿态
在体彩本职岗位上奋发进取遥

浙江丽水
红色观影追忆初心

6月 29日袁浙江丽水市体彩
中心党支部组织开展 野同心庆七
一窑喜迎二十大冶 主题党日活动袁
组织全体党员观看红色主旋律影
片叶云霄之上曳袁追溯先辈努力拼
搏的时代记忆遥

丽水市体彩中心党总支书记

陈海英表示袁 体彩党员干部要不
忘初心袁勇担时代重任袁努力担当
公益体彩的社会责任袁 为共同富
裕示范区打造贡献体彩力量遥

渊陈玲玲冤

深圳体彩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