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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中国体育彩票迎来全国统一发行二十周年。在过去二十年里，体育彩票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一路走来，风雨兼程，成绩斐然。

截至2014年3月31日，体育彩票上市发行二十年来累计销售7354亿元，筹集公益金2119亿元，向社会提
供直接就业岗位约50万个，为我国体育事业、公益事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责任 诚信 团结 创新
中国体彩走过辉煌二十年

我省“相约大乐透 见证体彩公信”观摩团在开奖现场。

体彩从“萌芽”到“诞生”
体育彩票的“萌芽”最早出现

在1984年， 北京和福建为举办北
京国际马拉松赛和建设福建省体
育中心募集资金， 分别在当地发
行体育奖券。1986年，广东省在获
得六运会主办权后， 发行了每月
一期的“第六届全运会基金奖
券”。

到了1988年， 为资助北京举
办第十一届亚运会， 国务院批准
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在全
国发行“第11届亚运会基金奖
券”，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排队购买
的热闹景象。

1994年3月11日， 一份名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体育彩票等
问题的复函》 文件正式下发至国
家体委。 复函称，“国务院同意适
量发行体育彩票为举办大型体育
运动会筹集部分资金”。这标志着
国家赋予了体育系统发行体育彩
票的光荣职责， 中国体育彩票正
式诞生。

当年4月5日， 负责体育彩票
发行的专门机构———国家体委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成立， 对全国各
地发行的体育彩票进行统一管
理、编号、印刷和发行，并正式定
名为“中国体育彩票”，开启了体
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 规范管理
的新一页。

二十年实现跨越式发展
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二十

年来，在发行销售、管理模式、工
作机制、渠道建设、产品研发、技
术保障、人才队伍、文化建设等方
面都发生了巨大飞跃， 实现了科
学发展。

由上市之初的几亿元年销量
到2013年，全国总销量高达1327.9
亿元， 体彩创造了世界彩票发展
史上的一个增长奇迹。

体育彩票的产品体系和玩法
结构在过去二十年不断丰富完
善。 在体彩上市初期， 只有即开
型、 传统型及即开传统结合型彩
票， 而从1998年电脑体育彩票上
市以来，足球彩票、排列玩法、七
星彩等玩法先后上市， 尤其是
《2007-2009年体育彩票三年纲
要》实施以来，体育彩票进一步加
大了玩法创新力度，2007年体彩
大盘玩法超级大乐透和快速开奖
高频游戏先后上市，2008年推出
新即开型体育彩票顶呱刮，2009
年推出新单场竞猜型游戏竞彩，
至此， 体育彩票形成了乐透数字
型、竞猜型、即开型三大类产品体
系，构建了种类齐全，布局合理，
全国和区域兼顾， 大中小盘互补
的玩法结构体系， 满足了不同彩
民的购彩需求。

体育彩票的销售模式和渠
道， 在过去二十年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从广场上的集中销
售到2013年全国已经有11.2万个
网点完成形象统一建设。 竞彩店
的出现是渠道建设的新节点 ，

2009年辽宁首发， 如今已经成为
体彩行业的全新形象。

体彩公信力建设在过去二十
年不断加强。 为了体现体彩开奖
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体彩开奖现
场已经完全向社会公众敞开大
门， 体彩开奖同时实现了网络直
播， 全国体彩销售战线涌现出众
多诚信业主和销售员， 得到了全
社会的肯定和尊重。

体育事业的“生命线”
“如果没中奖，也能贡献公益

金， 支持国家的体育事业和社会
公益事业。”很多民众在接受采访
时， 都会用这样朴素的话表达自
己的心声。

截至2014年3月31日，中国体
育彩票上市发行二十年来， 累计
筹集体彩公益金超过2119亿元，
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
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统计，从1994年到2013年，
国家体育总局及地方体育部门共
投入使用体彩公益金约735.90亿
元。 其中各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共
支出体彩公益金约608.71亿元，约
321.46亿元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占
总支出的52.8%；约172.9亿元用于
奥运争光计划 ， 占总 支出 的
47.1%。

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使用体彩
公益金共计约138.19亿元，集中支
出约133.60亿元用于全民健身、奥
运争光计划。其中，全民健身计划
共计支出约88.26亿元， 占总支出
比例的66%；奥运争光计划支出约
45.33亿元，占总支出比例的34%。

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
下， 全国建设的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已经超过33万个。16万余条全
民健身路径遍布城乡之间， 成为
老百姓身边的健身场所。建设670
个“雪炭工程”项目 ,推动老·少·

边·穷地区体育基本服务均等化。
一座座体育场馆拔地而起， 在方
便群众健身的同时， 也推动了奥
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等国际和国
内重大体育赛事的举办。 中国体
育健儿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
绩，一次次升起国旗，奏响国歌。
体彩公益金成为体育事业真正的
“生命线”。

公益事业的“助推器”
随着体育彩票发行规模的逐

年扩大，所筹集的公益金的增多，
体彩公益金也越来越多地用于多
项社会公益事业， 成为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的“助推器”。

早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 就规
定： 财政部会同国家体育总局确
定体育部门每年的彩票公益金基
数， 超过基数的彩票公益金，80%
上交给财政部， 纳入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

到了2006年， 随着体彩销量
和筹集公益金规模的进一步扩
大，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调整彩
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通知》，规定
体彩公益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
按50%比50%比例进行分配，在中
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中，60%用于
社保基金，另外30%用于青少年学
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维护、红
十字会人道主义救助事业、 残疾
人事业、地方农村医疗救助、城镇
医疗救助等5项专门基金。 近年
来， 体彩公益金的使用范围还进
一步拓展至教育助学、 文化、扶
贫、法律援助、农村贫困母亲两癌
救助、新疆社会福利设施建设、西
藏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项目。

据统计，2001年至2013年，体
育彩票上缴中央财政的公益金总
额约计979.1亿元， 其中近60%的
比例补充为全国社保基金，约587

亿元；另外30%约294亿元，作为中
央集中的专项公益金， 用于前面
所提到的诸项社会公益事业。

在从2008年7月1日到2010年
底两年半的时间内， 顶呱刮为汶
川地震灾区筹集资金多达38.3亿
元。此外，国家体彩管理中心和省
市体彩中心利用自身有限的发行
经费结余， 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公
益活动，“体彩·新长城助学计划”
自2005年开展以来， 累计投入资
金400余万元，资助来自20多个省
区市的贫困大学生2000多人次；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国家体
彩中心第一时间捐款600万元，全
国体彩系统捐款总额 2000余万
元；2009年末至2010年初西南五
省区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 体彩
系统捐款300余万元；2010年青海
玉树地震， 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
石流， 两省体彩中心先后发起为
灾区筹集百万公益金义卖活动；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自2012
年在全国推广以来， 已有17个省
区市贫困地区的500余所中小学
校获赠紧缺的体育器材， 数十万
孩子获得了健康和快乐……

一位熟悉体彩行业的专家曾
如此评价：“二十年来， 体彩公益
金使用政策几经调整， 总的发展

方向是在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的同
时， 投入越来越多的公益金用于
社会公益事业， 这说明体育彩票
是真正的‘国家公益彩票’。”

经验值得肯定 精神引领未来
二十年里， 中国体彩人牢牢

把握国家公益彩票的基本定位和
发展方向，履行国家赋予的光荣使
命，推动公益事业发展，构建公共
体育服务体系， 建设体育强国。通
过做好体彩工作，全国体育系统拓
宽了体育工作服务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的道路，体现了体育工作
的多元社会价值和综合功能。

回首过去，“责任、 诚信、团
结、创新”的体彩精神鼓舞着所有
人。责任是体彩精神的基石，诚信
是体彩精神的灵魂， 团结是体彩
精神的核心， 创新是体彩精神的
精髓。“体彩精神” 是体彩文化的
核心价值观， 是体彩事业发展的
一面旗帜。

放眼未来， 中国体彩人要以
强烈的进取意识， 奋发有为的精
神，为实现新发展凝聚力量；要以
强烈的机遇意识，把握大势，顺势
而为，为实现新发展创造条件；以
强烈的责任意识，恪尽职守，安全
廉洁，为实现新发展筑牢防线。

体彩公益金捐赠的健身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