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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2000年 9月 12日，安徽电脑体育彩票上市发行。截至

2015年 8月 31日，安徽电脑体育彩票累计发行 245亿元，

为国家筹集公益金 67亿元。

“十二五”期间，安徽体彩科学谋划、拼搏发展，取得

了销售工作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自 2011年 1月至 2015年

8月，累计完成销售 149.92亿元，提前超额完成了“十二五”

总销售目标，为国家募集公益金 37.38亿元，有力地支持了

国家社会事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和《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规定，

体育彩票公益金将按 50∶50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

也就是说安徽体彩十五年来累积提取的 67 亿元公益金中，

有 33.5亿元进入中央公益金部分，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社会体育事业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而留在安徽省内的

33.5亿元公益金，省财政部门与体育部门确定分配原则，用

于社会体育事业以及其他公益事业等。

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体彩公益金的分配

充分体现了这句话的意义：在公益金的分配比例中，总额的

30%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随着我国社保体系的不断

完善，社保覆盖率的不断提高，彩票公益金的受益人群也在

不断扩大。另外，彩票公益金还广泛用于社会医疗救助、法

律援助等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体育彩票是当之无愧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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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彩票、全民彩票、公益彩票。

二、助推社会公益事业进步

公益，是体育彩票的本质，是体育彩票倡导的文化方向。

安徽体彩自上市之初，就努力高举公益之旗，开拓公益之路。

2001 年，安徽电脑体育彩票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

当年销售逾 2亿元。销量的提升，也带来了返奖的提升。上

市两年后，安徽体彩大奖得主的捐款已达到可观的数字。如

何使用好这笔善款，不辜负众多大奖得主的重托，成为摆在

安徽体彩人面前的一个课题。

2002 年 9 月，安徽体彩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把善

款投给最需要的地方，投向教育事业，投向贫困地区的儿童。

2002 年 9 月 9 日，由安徽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同安徽省

希望工程办公室联合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希望工程体育彩票

助学基金”诞生了。随之而来，在中国，在安徽，有了第一

所以彩票、以体育彩票命名的希望小学——2002 年 9 月 13

日，蒙城县立仓镇路楼村体彩希望小学动工兴建。

“希望工程体育彩票助学基金”让爱心变成了一种责

任。有了这份责任，安徽体彩的公益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

远；肩负着这份责任，安徽体彩也得到了更多彩民和大奖得

主的赞誉和支持。

2003 年夏季，安徽皖北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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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过后，众多校舍成为危房，很多孩子只能在临时搭建的

账篷里趴在土坯和木板上听课。灾情牵动着安徽体彩人的

心：2003 年 9 月，在新学期开学之际，经过多方考察了解，

安徽体彩选择了蒙洼行蓄洪区受灾最为严重的阜南县曹集

镇，援建了第二所体彩希望小学。

2004 年，安徽体彩出资 70 万元举办助学活动，并在潜

山县水吼镇援建了第三所体彩希望小学。其后 8 年间，安徽

体彩又先后在舒城县城关镇、涡阳县曹市镇、金寨县和寿县

三觉镇援建了 4 所体彩希望小学。

十年来，安徽体彩共援建 7 所体彩希望小学，解决了贫

困地区近万名儿童的就学问题。

除了捐建希望小学，安徽体彩还将助学爱心撒向了更多

孩子——

2001年，安徽体彩为 2000名失学儿童捐款，向 9个县

100多所小学捐赠了体育器材。

2003年，安徽体彩的大型赈灾助学活动让全省上万学子

受益。

2004年，安徽体彩向中科大等 8所在肥高校的 200名优

秀贫困大学生每人送出 1000 元奖学金，向贫困地区和安徽

省 8名参加雅典奥运会的选手的家乡母校——庐江、潜山、

休宁、岳西、金寨、宿州、涡阳、绩溪、贵池等市县共 18

所中小学校各捐赠 10000元的体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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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安徽体彩出资资助了包括抗洪英雄蔡玉昊之子

蔡笑笑在内的数百位中学、高校新生。

2006年，安徽体彩资助了 150名贫困大学生。

2008 年，安徽体彩向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捐款 20

万元，向包括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凤阳县小岗村小学在内

的 10所农村小学，每校捐款 2万元，捐赠 3000册书籍，建

立“体彩爱心书屋”。

2009年，安徽体彩启动“暖春行动”，资助 1000名贫困

中小学生每人 500元助学金。

2010年，安徽体彩参与安徽电视台“映山红”行动，向

10所贫困地区小学捐赠体育器材和图书；参与安徽省红十字

会发起的“爱心圆梦”活动，资助了 150名贫困大学新生。

2012 年至 2013 年，安徽体彩与宣城泾县教育部门举办

“爱心圆梦”活动，资助了数十位大学新生。

2014年，安徽体彩积极申请了中国体彩“新长城助学基

金”12万元，资助了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二所高

校的 30名贫困大学生。2014年 2月，安徽体彩申请了国家

体彩中心 10万元基金，另外投入 10万元，开展了“公益体

彩·快乐操场”活动，向歙县上丰乡吴家坦教学点、望江县

漳湖镇中洲小学等 20所贫困地区小学捐赠了体育器材。

2015年，安徽体彩再度出资，捐建 2所体彩希望小学。

十五年来，安徽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已累计向安徽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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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工程办公室、省妇联“春蕾计划”、省红十字会等捐款 700

余万元；援建 9所体彩希望小学；资助了上万名大、中、小

学学生学费和生活费；资助全省 120余所学校购置体育器材。

鉴于长期以来热心慈善事业，在公益工作方面做出的突

出贡献，安徽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先后获得了 2007年“CCTV

公益服务奖”，2008年、2009年、2010年“爱心圆梦大学”

活动奖，2009年安徽省首届“慈善奖”，2009年全国“希望

工程 20年杰出公益合作伙伴奖”，“十一五”安徽省“扶残助

残”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00 年 9 月，电脑体育彩票在安徽上市；2001 年，安

徽体彩销量轻松突破 2亿元；2007年，安徽体彩销量一举突

破 10 亿元；2011 年，安徽体彩销量跨越 20 亿元；2014 安

徽体彩销量突破 40亿元。15 年间，安徽体彩的年销量翻了

近 6番，增长了 50多倍。目前，安徽体彩已拥有 5000多个

销售网点，这些网点承载着上万人的创业、就业、再就业梦

想，已成为一支推动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体育彩票的高速发展也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

力。作为一个拥有很高行业关联度的新兴产业，体育彩票的

发展带动了金融、广告、印刷、物流、电信、公益等多个行

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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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体彩是公益事业的排头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安

徽体彩不遗余力——

和谐社会，恪守诚信。诚信是彩票业发展的基石，也是

安徽体彩倡导的行业美德。从 2000 年至今，安徽体彩多次

开展诚信网点评选，净化、美化行业风气。2004 年 5 月 10

日，芜湖市繁昌县荻港镇体彩业主王声林为彩民垫资代购的

彩票中出 500万元大奖，在彩民不知道中奖消息的情况下，

背着 48 万元债务的他，将中奖彩票归还彩民。王声林为安

徽体彩赢得了荣誉，也为社会树立了诚信典范。也展现了“责

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神。

和谐社会，环保先行。2008年 3月，安徽省体彩中心启

动“绿色奥运我先行”大型公益活动，面向全省免费赠送 12

万个环保购物袋，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绿色奥运”。这次

活动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还成功地带动了更

多商家的参与，为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带动奥运氛围起到

了积极作用。

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安徽体彩在管理工作中一直遵循

着这一原则。从夏日的“送清凉”活动，到冬季的“送温暖”

行动，安徽体彩对网点业主、销售人员的关心从没有间断。

从 2000 年至今，安徽体彩还先后十多次组织了对特困、重

病网点业主的慰问和帮扶工作。

公益体彩，勇担责任。2003年初，全国遭受了罕见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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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疫情的突袭。面对灾害，安徽体彩积极应对，迅速印制

了大量抗击“非典”宣传画和宣传单，在网点张贴、派发，

这一举措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随着疫情的发展，安

徽体彩推出了定期为体彩网点消毒等八项举措，为彩民服

务。同时为了慰问、激励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护

人员，安徽体彩捐款 10万元。

2003年夏季，安徽省遭受了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灾情

过后，为了让正在全力投入灾后重建的人们没有后顾之忧，

安徽体彩出资 80 万元，举办了大型赈灾助学活动。这次赈

灾助学活动直接资助了 9个县数千名受灾家庭的孩子。同时

还为数十所灾区学校送出了体育器材、图书等教学物资。

2008年 5月 12日，四川省汶川遭受特大地震灾害。灾

情就是命令。从 5 月 14 日起，安徽省体彩中心率先行动，

向灾区捐款 20 万元。并向四川省体彩中心发出慰问电，表

达安徽体彩职工和彩民对灾区人民的关切之情。与此同时，

安徽省体彩中心号召全省体彩系统广大职工紧急动员起来，

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灾区人民献上真

情，送去爱心。全省体彩战线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响应号召，

纷纷捐款捐物。

为了积极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体现彩票的

公益性，经国务院同意，从 2008年 7月 1日起，到 2010年

12月 31日止，历时两年半的时间，体彩即开型彩票——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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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刮公益金的中央集中部分，全部用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安徽体彩一方面加强网点销售，另

一方面积极组织小卖场等不同形式、不同渠道的销售，共完

成顶呱刮的销售 9.5683 元亿元，募集公益金 1.91 亿元，其

中为赈灾贡献了 9568万余元资金。

2010年 4月 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区玉树县发生

7.1级地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4月 21日，值全国为玉

树地震遇难者进行哀悼之日，安徽省体彩中心向玉树地震灾

区捐款 10万元，同时，还积极组织包含全省 17个市级分中

心在内的所有职工进行捐款，并在省内组织赈灾义卖活动，

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的救灾及重建工作。

十五年来，安徽体彩作为公益事业的践行者，时刻秉持

公益信念，始终不忘社会责任，与全国人民一起抗击灾情，

共克时艰，用责任和行动回馈社会、回馈人民。

四、保障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根据《安徽省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

光计划。据安徽省体育局统计，自 2005 年以来，我省体育

彩票公益金共支持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14322 个，乡（镇）

全民健身广场 852 个，县（区）全民健身广场 142 个；全民

健身苑（路径）4612 条，社区体育俱乐部 810 个，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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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晨晚练点 5901 个，“雪炭工程”37 个；用于支持举办百

人以上群众体育活动 28753 次；培训认证各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 83057 人；支持建设全省公共体育场馆 119 个。

其中，“十二五”期间，我省体育彩票公益金共支持建

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8022 个，乡（镇）全民健身广场 447

个，县（区）全民健身广场 31 个；全民健身苑（路径）1629

条，社区体育俱乐部 453 个，全民健身示范晨晚练点 2200

个，“雪炭工程”18 个；用于支持举办百人以上群众体育活

动 12277 次；培训认证各级社会体育指导 34945 人；支持建

设全省公共体育场馆 49 个。

如今在我省，农村建有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城市社区建

有全民健身路径，乡镇街道建有全民健身广场，县级以上建

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为了满足全省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

近年来省体育局先后制定出台了《安徽省万千百农村体育行

动计划》、《安徽省 511 城市体育行动计划》，不断加大体育

彩票公益金投入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比例，有力地促进了

我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省政府还颁布出台了《安徽省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0-2015年）》，明确提出了“十二五”

期间分类规划建设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五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现全覆盖。

要达到这一目标，体育彩票公益金无疑是重要的财力支撑。

除了对健身设施的投资建设，积极实施国民体质监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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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是体育彩票与全民健身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方面。2009

年 8月 8日，安徽体彩“国民体质监测江淮行”活动全面启

动。由体彩公益金出资购置的“国民体质监测车”以“关爱

健康、回报社会”为主题，以“全国首个全民健身日”为起

点，以省城合肥为首站，在全省范围内巡回开展。活动的主

体部分即国民体质监测，面向 20～60 周岁的特定人群，监

测后由专家量身定制运动处方，从而达到科学健身的目的。

为配合此项活动更好地开展，更加广泛地宣传科学健身常

识，安徽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还专门印制了《科学健身手册》

在活动现场派发。

连年来，国民体质监测江淮行活动已跑遍了全省 16 个

市，从城镇到乡村，为数万名居民免费进行了检测，开具了

运动处方。

除了通过公益金支持全民健身事业，安徽体彩还身体力

行地倡导和支持全民健身。

2005年 5月，一场别开生面的“彩民运动会”在安徽省

17 个市同时举办。这项运动会是安徽体彩首创的群体性赛

事。本着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倡导人

们“与体育结缘、与健康结缘”。运动会的报名工作全部在

电脑体育彩票销售网点进行，体彩彩民只要年满 18 周岁、

证明自己身体健康，均可以现场报名，因此报名场面十分火

爆。在 2005 年的首届比赛中，全省共有 10000 多名体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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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名，参加了包括三人制篮球赛、定点投篮、乒乓球、羽

毛球、保龄球、登山、攀岩、漂流、健身路径、都市定向越

野等 10余个项目的比赛。

随着安徽省首届彩民运动会的成功举办，这项赛事也正

式演变为安徽省一项群体性传统赛事。2013年，第三届安徽

体彩彩民运动会如期举行。这届比赛的内容、形式与前两届

相比，又有了新的变化：比赛从线下发展到了网络上，让参

与的群众更多！其中以体彩主产品命名的“竞彩杯”篮球三

分王比赛、“11选 5杯”彩民掼蛋比赛、“顶呱刮杯”天柱山

登山比赛、“大乐透杯”全民健身展演等项目形式新颖，贴

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彰显全民健身的魅力、全民参与的精

神。对于这次活动的举行，各级媒体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人

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让赛事离百姓再近些》，称

赞了安徽体彩的做法；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在体育新闻节目

中用了三分钟对彩民运动会的实况进行了报道，称这项亲民

的赛事已经成为彩民、群众的节日；新华网、光明日报、中

国体育报等也对第三届安徽体彩彩民运动会进行了报道。可

以说，彩民运动会已经办成了一项传统的、群体性经典赛事。

除了举办彩民运动会。十五年来，安徽体彩还出资赞助

举办了众多的全民健身赛事。包括健身器械运动会、农民篮

球赛等赛事也得到了人们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安徽体彩的

倡议引导下，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参与到了健身活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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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始“与健康结缘”。2014年，安徽体彩获得了安徽省

篮球协会颁发的“支持安徽篮球发展特殊贡献单位”荣誉称

号。

在倾力资助全民健身事业之外，安徽体彩还大力支持着

“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从运动员的训练场馆到训练器材、

从教练员人才的引进到运动人才的培养，这些无不凝聚着体

育彩票的艰辛汗水。2008年，我省运动员在时隔 24年之后，

再度登上奥运领奖台；2012年，我省体操运动员邓琳琳凭借

出色的发挥，蝉联奥运冠军，这是安徽运动员历史上第二次

在奥运会上获得的个人运动项目的金牌。这背后，体育彩票

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十五年来，安徽体彩锐意进取，快速发展，为社会发展、

公益和体育事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十三五”即将

到来之际，安徽体彩将矢志不渝、奋勇开拓，努力走出科学

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为社会和体育事业的进步做出

更加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