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深度探索‘体彩+’模式，开展更多群
众喜闻乐见的公益活动。”今年全市体彩工
作会上，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张小
波在谈到即将开启的2019年体彩公益活动
时说。

据了解，今年，重庆体彩一方面将进一步
贯彻落实重庆体育“1+5+1”行动计划，多形
式多频次促进“体彩+体育”深度融合和持续
发展，助力更多在我市开展的全国性甚至国
际性体育品牌赛事活动，不断提升市民在顶
级体育赛事和活动中的获得感。另一方面，
助推《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实施，积极探索

“体彩+跨行业”公益模式，以多方优势资源
打造普惠民生的大公益平台，在助推竞技体
育发展的同时，反哺全民健身不断“提档升
级”，创新开展更多群众身边的健身活动，带
动更多市民“动起来”。

近年来，重庆体彩深入贯彻市体育局党
组制定的全市体育“一盘棋”部署，在推进体
彩与体育、体彩与跨行业两融合、两促进方面
做出了诸多努力。

去年，重庆体彩积极助力开展了如国际
攀联世界杯攀岩赛、国际登高大奖赛、全国
轮滑公开赛、首届重庆国际城市徒步大会、

第十八届亚运会攀岩选拔赛、全国健身瑜伽
公开赛总决赛、全民健身周、重庆市首届体
育博览会等国内外体育赛事活动，这些活动
或突出比赛的激烈性、观赏性，或体现广泛
的群众参与性，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并
直接参与到体育盛宴中去。此外，重庆体彩
还与重庆市棋院进行合作，通过现金资助、
宣传推广等一系列方式助力重庆国象队，助
重庆国际象棋队在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
团体赛、世界杯国际象棋团体赛等重大国际
赛事中斩金夺银，更涌现了谭中怡、雷挺婕、
黄茜等一批享有盛誉的国象精英。在收获
竞技体育成绩的同时，重庆体彩与重庆市棋
院还联合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等一系
列活动，让市民对国际象棋有了更多的关注
和了解，进一步助推了我市智力运动的普及
与发展。

◆ 深度融合“体彩+体育”
助力开展喜闻乐见的群体活动

在市体育局提出的为民惠民精神指引
下，助力扶贫一直是重庆体彩肩负的责任。

面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社会问题，尤
其是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频频因重特大疾病高
昂的治疗费陷入困境这一现状，今年，重庆体
彩将继续推出“爱心体彩·贫困农村留守儿童
重大疾病救助行动”，对身患重疾的农村贫困

留守儿童给予爱心救助。原则上未接受其它
医疗慈善救助，在市级三甲医院或区县人民
医院住院治疗，初中及以下的重庆市户籍的
留守重疾儿童均可申请救助金。近年来，“爱
心体彩·贫困农村留守儿童重大疾病救助行
动”已累计捐资260万元，向327名我市患病
贫困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了急需的资金。

此外，支持体育扶贫也是重庆体彩“精准
扶贫”的方向。

为助力我市竞技体育发展，支持青少年
体育人才培养，帮助更多的贫困体育苗子、青
少年体育队伍和全市优秀竞技体育训练单
位。今年，重庆体彩继续推出了“新长城计
划”公益项目。该项目较去年加大了资金投
入，拓宽了帮扶群体，通过给予受助群体一定
资助，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训练，
为家乡体育争光。此前，我市已有2000名贫
困体育苗子从该公益项目中受益。

如何让体彩公益实现爱心翻倍，汇聚更

多资金投入公益活动，将体彩扶贫做得更深、
更实？据了解，今年，重庆体彩将继续联合互
联网平台开展体彩扶贫活动，调动大众参与
热情，让体彩公益进入“全民参与”时代。

早在去年9月，重庆体彩就创新体彩公
益形式，与市慈善总会、腾讯展开合作，将“爱
心体彩·贫困农村留守儿童重大疾病救助行
动”加入“腾讯99公益日”，以互联网助力全
社会加入，为公益赋能。短短3天便有数万
人为该项目助力，筹集的善款资助了数十名
重疾儿童，“爱心体彩”也刷爆了重庆人的朋
友圈。

◆ 深度推进精准扶贫
开展“搭把手”爱心捐助

“全民健身活动要以人为本，关注老百姓
内心需求，按群众所需进行分配。”据张小波
介绍，助力开展群众全民健身活动是重庆体
彩利用体彩公益金全力打造的“重头戏”。
2019年，重庆体彩将更加暖心，不仅为受助
者解决生活难题，还越来越多地关注人们运

动的心灵需求。
以人为本就是从“冰冷刻板”转为“温暖

包容”。今年，重庆体彩将以市民内心需求
为导向，针对不同年龄层的特点、不同群体
的健康需求发放“菜单式”活动经费资助。
除了以捐赠全民健身器材设施帮扶基层组

织的“快乐操（广）场”活动外，还有参与无门
槛、全民乐享的“健康欢乐送”。该活动以全
民健身为载体，由全市各基层组织和单位

“自下而上”申报想要开展的全民健身、竞技
类活动，重庆体彩可给予一定的活动经费资
助，让老百姓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在家门口
乐享运动带来的健康与欢乐。此外，“免费
体质监测”作为惠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民
生工程，也将在全市商圈、大型社区、广场、
企事业单位等场所开展，向更多市民普及健
康知识。

一直以来，重庆体彩公益惠民活动都重
点关注基层百姓的健康需求。在城口县东安
镇沙湾村，村民老赵每天早上6点半就会按
时来到村里的健身广场进行健身，这在两年
前是他从未想过的事情。据老赵介绍，之前
村里并没有健身之处，去年，为了满足当地市
民健身需求，重庆体彩出资为他们修建了一
个健身广场，沙湾村全村的村民从此便有了
健身的地方。在重庆体彩的帮扶下，去年，全
市近100个像沙湾村一样的村镇有了自己的

“健身房”。

◆ 深度关注百姓健康需求
针对性发放“菜单式”运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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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庆体彩将以问题为导向，
以责任为基石，以提质为核心，通过推
动营销从“重视销量”向“重视客户”、销
量从“快速增长”向“优质增长”、渠道从

“数量提升”向“质量提升”、市场从“促
销刺激”向“品牌驱动”、管理从“经验主
导”向“科学精细”的转变，做强责任彩
票，筹集更多的体彩公益金，实现体育
彩票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体育强
市建设。

近两年来，重庆体彩围绕建设“负
责任的、可信赖的、健康持续发展的国
家公益彩票”部署，深入开展了责任彩
票多项建设工作。

做公益的践行者。近年来，重庆体
彩牢牢把握国家公益彩票的职责和使
命，持续助力体育事业以及社会公益事
业的发展，不断实现惠民再向下，瞄准
最特殊、最困难、最需要的基层群体，重
点帮扶“老少边穷”地区，让那里的百姓
也能共享体彩公益的温暖。

做公信的见证者。从去年起，重庆
体彩便推出“邀您露脸领大奖”活动，对
购彩者进行正面鼓励，积极推动自愿露脸领奖常态
化，不断消除露脸彩民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对体彩中
奖真实性的疑虑，提升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
彩票的公信力。自活动推出以来，我市已有近20
位中奖者露脸领走大奖。

做责任的担当者。近年来，重庆体彩持续推进
“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建设进程。面向购彩者和社会公众，重庆体彩发布
了《2017年重庆体彩社会责任报告》，交出了履行
社会责任的阶段性成绩单。走进重庆任意一家体
彩网点，多种形式引导理性购彩的宣传语随处可
见，细微之处无不彰显重庆体彩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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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市体育彩票工作会议昨日召开

重庆体彩深入开展四类公益惠民活动

4月15日上午，2019年全市体彩工作会召
开，会议总结回顾了2018年全市体彩工作情况，
传达了2019年全国体彩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
署了2019年主要工作。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
审计局、市人社局有关领导，相关处室和直属单
位负责人、各区县体育部门（文旅委）负责人和市
体彩中心员工等共150余人参会。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巡视员陈玉林主持会
议。市体彩中心主任张小波作了工作报告，报告

指出，2018年我市体彩在市体育局的领导下，不
仅年销售额与年公益金实现双突破：年销售额达
59.666亿元，首破50亿元大关，比上年增加12.20
亿元，增幅25.70%；年筹集公益金12.50亿元，创
历史新高，比上年增加2.39亿元，增幅23.64%还
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的表彰，收获了包
括品牌建设工作先进单位、营销推广工作先进单
位、渠道建设工作先进单位3项重要荣誉。市审计
局和市财政局对市体彩中心历年来的整体工作和

规范管理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赞扬了历年来我
市体彩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市体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丁洪对市体彩中心2018年各项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对全市体育系统下一步如何做好体
彩工作，丁局长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体育彩票
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始终坚定“中国体育
彩票”的“中国”方向，自觉置身于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体彩工作；要始终坚定

“中国体育彩票”的“体育”道路，倍加珍惜并利用
好体育彩票这个稀有资源；要始终坚定“中国体育
彩票”的“彩票”本心，把体育彩票工作放在更加突
出的地位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二是认清形势，稳
中求进，始终坚定责任体彩的发展方向。面对新
形势新环境新要求，要不忘回首走过的路，认真总

结过往经验、成绩与得失，汲取智慧，做好总结提
炼；要不忘比较别人走过的路，与发达地区、先进
省市进行比较，正视差距，学习先进，推动发展；要
认真远眺前行的路，着眼体育彩票事业的长远发
展，讲数量、讲质量、讲责任，不断推动体育强市的
目标落实。三是凝聚思想，积极作为，努力做好新
时代的体彩工作。要切实抓好市区（县）两级联
动，实现区县体育部门行政资源和市体彩中心业
务资源的更好融合；要切实抓好管理与宣传联动，
在把体彩工作放到体育工作的全局中去思考、去
谋划、去安排的同时，切实做好彩票公益金的使用
宣传和信息公开工作，让体彩公益深入人心；要切
实抓好安全与纪律联动，始终坚持依法治彩、以法
管彩，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法治意识、纪律意识，
维护好体彩公益形象，践行责任、彰显公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重庆体彩在向
市民送去温暖关怀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让
受助者从根本上改变困难的现状，这是体彩
公益的积极转变。

据了解，今年，重庆体彩结合自身的彩票

行业特点与受助群体的实际需求，坚持公益
与创业“两条腿走路”的方向，继续推出“体彩
创业”活动。该活动向有意创业，但无创业项
目、无业务技能的市民免费提供创业项目，给
予最高12000元的房租补贴、最高5000元的

店面形象包装补贴、最高2000元的开业宣传
补贴，并通过开展多轮次“体彩课堂”对创业
者进行开业宣传、销量提升等方面的系统性
培训，让市民轻松实现创业梦。

“做梦也没想到，半年销售额超过了400
万元。”作为一个毕业不到一年的大学生，我
市綦江30052体彩网点业主陆壮壮在去年成
功掘得创业第一桶金。陆壮壮表示，这全受
益于重庆体彩开展的创业帮扶活动。

这只是一个创业体彩的缩影。近年来，

重庆体彩大力开展网点民生工程建设，吸引
了大量爱心市民竞相创业体彩，体彩公益事
业成为了市民的创业“热土”。仅去年，重庆
体彩就通过开展专项增点活动和体彩销售网
点的形象提升和整改工作，实现新增在售体
彩网点449个，全年在售体彩网点超过3300
个，月均销量10万元以上网点大幅增长，为
社会提供近万个就业岗位。全市有千余个

“陆壮壮”因体育彩票“卖得好”而“过得好”，
尝到了创业体彩的甜头。

◆ 深度开展“体彩创业”活动
最高19000元补贴帮扶市民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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