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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聚焦

体彩公益全面进入百姓生活
本报记者

丰佳佳

（减持资金922.80亿元，境内转持股票997.85亿元，境

之间，按50%比50%的比例分配。 中央集中的彩票公

外转持股票827.51亿元），彩票公益金2333.45亿元。

益金的60%用于社会保障基金、30%用于专项公益

据《经济日报》报道，2016年有315.60亿元彩票公

也就是说，2016年，全国社保基金财政性拨入的

益金被拨入全国社保基金， 这一资金占当年财政性

45.04%来源于彩票公益金。 截至2016年末，全国社保

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和股份的45.04%。 也就是说，

基金财政性拨入的29.24%来源于彩票公益金。 彩票

彩票公益金已经成为全国社保基金的重要资金来

公益金已经成为全国社保基金的重要资金来源。

源。 体育彩票公益金作为彩票公益金的组成部分，其
使用范畴很好 地诠释了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发行宗旨。 无论你是否购买过体育彩票，体育彩票
都已经与您的生活有密切交集。

占财政拨入社保基金45%
在《经济日报》的报道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社保基金年度报告中关于彩票公益金的部分提

中央彩票公益金60%用于社保

金、5%拨给民政部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5%拨
给国家体育总局用于体育及公益事业。

公益金使用情况上网可查
蓝皮书指出，201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中约
公益金支持的物资惠及老人。

有17.62%用于资助社会组织执行相关公益项目，健

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及

康及教育领域都有大幅增加。 据测算，2016年这一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慈善蓝皮书：中国慈

例超过20%，资金额度约为40亿元。“两彩”管理部门

善发展报告（2017）》。 蓝皮书提到，2016年中国彩票

本级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部分的金额约为170

销售总量达到3946.4亿元， 筹集彩票公益金1039亿

亿元， 加上地方留成彩票公益金和中央转移支付的

元。 其中，体育彩票销量为1881.5亿元，筹集彩票公益

公益金中用于社会公益部分，2016年约有360亿元用

金448亿元。

于社会公益项目。

到：2016年， 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和股份

蓝皮书指出， 彩票公益金被政府纳入非税收入

近年来，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不断公开透明。 2012

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强劲动力
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公

本报记者 丰佳佳

益金50%以上用于支持养老服务

700.6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拨款200亿元；国有

管理，列入一般性预算。 从2016年彩票公益金使用情

年3月开始施行的《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中指出，财

“我不太了解体育彩票的玩

股减转持资金和股份185.00亿元 （减持资金59.61亿

况可以看出，该年度中央彩票公益金执行数是528.67

政部应当于每年6月底前向国务院提交上年度全国

法，但是我队体彩的公益还是有了

河北省衡水市体彩中心工作

元，境内转持股票57.49亿元，境外转持股票67.90亿

亿元，其中中央专项执行数为356.6亿元（用于补充社

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报告；每年8月

解的， 体彩助学活动就是其中之

人员也把“体彩爱心吧”捐赠的物

元）；彩票公益金315.60亿元。

会保障基金的彩票公益金支出为315.6亿元）。 中央对

底前，向社会公告上一年度全国彩票公益金的筹集、

一。 ”一位体育明星在“快乐操场”

品送到衡水社区老年公寓，为孤寡

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彩票公益金116.66亿元。

分配和使用情况。

活动中如是说。

老人们送去衣服、雨伞、电水壶、遮

截至2016年末， 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
和股份累计7979.97亿元， 其中： 中央财政预算拨款

根据 《财政部关于调整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

2898.36亿元，国有股减转持资金和股份2748.16亿元

通知》要求，从2005年起，彩票公益金在中央与地方

对于公众来说， 如果想了解上一年度彩票公益金
的使用情况，可以在每年8月底登录财政部官网查询。

感谢公益体彩活动的开展，也
感谢媒体传播的力量，越来越多的

在青藏高原，体彩与老人的温
情也在延续，青海体彩开展“关爱

戏，更是推动教育、慈善、体育事业

老人”、“关爱残疾人”服务。青海体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
彩票一直致力于推动保障和改善

强”的奥林匹克梦想。

助力教育为了祖国未来

始实施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

事业发展的重要资金保障。以体育

律援助项目，就是在体彩公益金支

彩票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

持下获得长足发展的维护广大弱

央彩票公益金，积极推动“滋蕙计
划”、“励耕计划”、“润雨计划”等三
项教育助学项目。

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获得5000

在公益金的大力资助下，我国

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于2010

不少地区均得益于这三项计划。如

年元月起开始实施中央专项彩票

云南省连续遭受旱灾之后，“润雨

公益 金法律援助项目， 用于资助

计划” 提供了600万元学校抗旱工

开展针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

作经费，为广南县、禄劝县、石林县

妇女家庭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五类

的旱区148所学校加强饮水、 储水

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资助的案件

等基础设施建设， 覆盖受益学生

类型涉及民事、刑事、执行和其 他

62172人。

四大类。

体彩资助竞技体育工作包括：补

他们送上米、面、油等慰问品。

体育彩票公益金是我国教育

2009年12月底， 经国务院批

封

彩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走访
慰问困难老人及残疾人家庭，并为

民生的公益事业发展，从2010年开

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公益项目。

兆

需。

认识。它不仅仅是为彩民圆梦的游

法援项目数十万人受益

公益金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阳帐篷等， 解决了他们的生活所

群众对体育彩票有了更深一层的

前进的一股强劲动力——
—

公益金支持助学物资进校园。

业。

早在2011至2012年度，就有十

2010年，作为中央专项彩票公

几万名普通高中贫困生获得“滋蕙

益金法律援助开局的第一年，年底

计划”奖励，其中，甘肃省普通高中

统计共资助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

共33837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获

件超出计划2000余件，法律援助效

“滋蕙计划”奖励，总金额6767.4万

果显著， 群众口碑相传，需求日益

元；云南省的普通高中受奖励人数

增加。因此，2012年起，每年被用于

为33033人， 共获得资助金6606.6

法援的中央彩票公益金增至1亿

万元； 贵州省共获得奖励金额

元。 据了解，截至2013年9月底，中

6487.6万元，奖励名额多达 32438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 助项目

人。 此后，广西、湖北、吉林等省的

已资助1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直接

贫困学子也相继获得了“滋蕙计

受益者超过26万人，为困难群众挽

划”的奖励。

回经济损失近90亿元。

为实施“励耕计划”，中央彩票

2014年1月29日，《中央专项彩

公益金共安排3亿元资金。西藏、青

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

海、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

金， 用于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

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该项目的实

该计划的试点地区， 分别有2208

助国家队转训基地 （含共建基地）建

中国体育彩票还全力支持全民健

设和维护、 红十字会人道主义救助事

施作出了进一步规范和优化。随着

名、2927名、15028名、3948名中小

最初， 发行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

设、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国家队

身工作， 为建设惠及全民的公共体育

业、残疾人事业、医疗救助、城镇医疗

该项目的深入开展，将有更多困难

学老师受到资助……有了公益金

金主要用于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 随

备战、扶持退役运动员创业、举办全国

服务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着社会的发展， 体育彩票不再是部门

综合性运动会、军体器材购置维护、支

彩票，而是国家公益彩票，其筹集的公

援新疆、西藏竞技体育发展等。

救助、文化、扶贫、法律援助、农村贫困

群众从中受益，体彩公益金作为项

的支持的全力支持， 农村地区、贫

从2006年至今， 仅利用国家体育

母亲两癌救助、 新疆社会福利设施建

目资金的重要来源，也将持续发挥

困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保民生、促和谐”的积极作用。

的师生们在遇到困难时，将会多一

总局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实施建设的

设、 西藏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诸多社

益金流向更加广泛。如今，中国体育彩

在北京奥运会上， 以体育彩票为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已超过33万个；遍

会公益事业中。

票公益金被主要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

代表的彩票公益金共为北京奥运会的

布祖国城乡的16万余条全民健身路

体育事业的发展中。

场馆建设和成功举办筹集资金27.5亿

径，已成为百姓的健身乐园；建设的近

还肩负起了为四川汶川地震 “赈灾”

每个人都会老，“养老”自然成

层面开展的三项教育助学项目，

元。 同时， 体彩公益金为漳州女排基

千个“雪炭工程” 项目有力的推动了

的使命， 从2008年7月1日到2010年底

为全社会的话题。而体彩与老人也

总局体彩中心组织开展的“快乐

地、马江举重基地、东山海上训练基地

老、少、边、穷地区体育基本服务均等

的两年半的时间内， 顶呱刮中央集中

有很多温情故事。

操场”“新长城助学” 为贫困校园

等9个国家级高水平训练基地投入了

化；此外，体彩公益金还支持建设了大

部分公益金全部用于支援汶川地震的
灾后重建。

体育事业的“ 生命线 ”
皮划艇奥运冠军孟关良接受采访

2008年， 即开型体育彩票顶呱刮

关爱老人解决社会难题

重保障，多一份安心。
除了中央彩票公益金从国家

在河南， 2014年，河南省政府

送体育器材、资助贫困大学生，活

时曾说：“自己也是体彩公益金真正的

近亿元，并培养了像林丹、何雯娜、石

量的乡镇体育健身工程、 全民健身活

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动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良好

受益者， 是体彩公益金让赛艇队的训

智勇、张湘祥等一批优秀奥运冠军，助

动中心、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社区

除了利用彩票公益金开展公益活

业的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年，

反响。

练条件有了巨大的改善。 ”

力中国体育事业实现“更高、更快、更

多功能公共运动场所、 老年人体育健

动外， 国家和省级体彩中心还利用自

全省养老机构实现平均每千名老

因为公益属性，每一张体育彩

身场地等。在群众体育组织、社会体育

身发行经费结余， 开展了多项公益活

年人 不少于35张床位， 还提出建

票都成为有温度的翅膀，载着彩民

指导员队伍建设以及大型全 民健身

动。“公益体彩快乐操场”自2012年在

立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以体彩

自己的梦，也承载着公益梦。

活动的举办方面， 体育彩票公益金也

全国推广以来， 已有全国20多个省区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市贫困地区的2400余所中小学校获赠

公益事业的“助推器”

了紧缺的体育器材；“中国体育彩票新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 中国体育彩

长城助学基金”自2005年开展以来，累

票倡导“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公益

计投入资金500余万元，资助来自20多

理念，汇聚广大彩民的爱心，为社会公

个省份的贫困大学生2000多人次。

益事业提供了大力支持，被誉为“公益
事业的助推器”。
据统计，2001年至2013年，体育彩

公益金支持建设健身广场。

千亿体彩， 惠及亿万百姓。 作为
“体育事业生命线， 公益事业助推器”
的中国体育彩票， 在大踏步科学健康

票上缴中央财政的公益金总额约计

发展的同时，也忠实履行了“来之于民

979.1亿元， 其中近60%的比例补充为

用之于民” 的国家彩票发行宗旨，将

全国社保基金，约587亿元；另外30%

“乐善人生” 的理念随着公益的脚步，

约294亿元，作为中央集中的专项公益

播撒到神州大地。

公益金助力大学生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