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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伴随着改
革开放的春风，中国体育彩
票开启了全国统一发行的
历程。25年来，中国体育彩
票从无到有、从小变大，逐
步从成立之初的部门彩票，
发展为推动社会公益事业
和体育事业共同发展的国
家公益彩票，走出了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从最初2亿元的年公
益金筹集量，到25年来累
计筹集超过4536亿元公益
金；从第一批体彩销售点
落地生根,到10余万个体彩
销售场所遍布城乡；从创
始之初的第一批先行者抱
团求生存，到万人同行共
谱事业华章，这一路的汗水
与成绩，离不开始终在一线
紧张忙碌的工作者，离不开
风雨无阻按时上岗、近乎全
年无休的销售员，更离不开
怀揣美好愿望踏进彩票店、
随手践行公益的千千万万
个购彩者。

25年的奋楫扬帆，25
年的风雨兼程；25年的重
任在肩，25年的阔步前行。
今天，我想和你一起，回望
这25年，这9000多个昼夜，
这承载无数梦想和希望的
奋斗征程。

25年·体彩的成长简史

方寸之中有乾坤。
一张小小的体育彩票

里，藏着说不尽道不完的
故事。从公益公信到践行
责任，从遍布城乡的网点
到坚守岗位的销售员，从
最初每年几亿元的发行量
到2018年超2800亿元的年
发行量，自1994年统一上
市发行以来，有太多的时
光值得记录，太多的过往
值得铭刻———

2000年，体彩顺应大
势，锐意革新，开始全面推
广电脑体育彩票；

2001年，全国联网足
球彩票面世，受到广大购
彩者和球迷朋友的热烈欢
迎，从此，观看球赛又多了
一个理由；

2007年，为推动体彩
规范发展，国家体育总局
印发了《2007-2009年体育
彩票发展实施纲要》，同
年，超级大乐透上市，开启
乐透型游戏新风尚；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大幕拉开，奥运主题即开
型体育彩票“顶呱刮”随之
上市，刮起一阵分散型即
开彩票的热潮；

2009年，国务院颁布
《彩票管理条例》，彩票发行
和管理走入法制化轨道；

2012年，体彩年发行
量跨过1000亿元大关，比
这个数字更耀眼的，是由
购彩者爱心汇成的近300

亿元体彩公益金；
2018年，体彩筹集的

公益金创下历史新高，超
过670亿元公益金带着体
彩的拳拳之爱，走向大街
小巷，播种爱和温暖。

……
今天，体彩25岁了。历

经25年的风雨征程，跨过
25年的峥嵘岁月，体彩的
步履依旧轻快矫健，体彩
的面庞依然朝气蓬勃。

25年·体彩的公益之光

这段故事要从你手中
的小小彩票说起。

细心的购彩者或许已
经发现，自2018年2月起，
体彩票面上多出一行字：
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XX元。根据你的投注金额
和公益金提取比例，系统
会自动计算出购彩金额里
有多少用于支持公益事
业。比如，1注2元的大乐
透，可以贡献公益金0.72
元；1注2元的竞彩，贡献公
益金0.36元；1张2元的即开
型体育彩票“顶呱刮”，将
贡献0.40元。

清清楚楚晒公益，明
明白白献爱心。多年来，体
育彩票一直牢牢把握国家
公益彩票的基本定位，在
公益道路上走得踏实坚
定———

从2001年开始，每年

都有60%的中央集中彩票
公益金用于补充社会保障
基金，为群众的稳定生活
撑起“保护伞”；

2013-2017年，共有超
过117亿彩票公益金被用
于包括医疗救助、农村贫
困母亲“两癌”救助、出生
缺陷干预救助、红十字人
道救助等在内的医疗卫生
事业，彰显体育彩票的大
爱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
69亿元彩票公益金用于包
括贫困革命老区扶贫开发、
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在内的扶
贫事业。脱贫攻坚战中，有
体彩驰援的坚定身影；

2014-2017年，国家体
育总局投入超过90亿元本
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
支持群众体育工作，其中，
约有76亿元用于援建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
健身器材，占总金额的
73.99%。遍布城乡的健身
路径、体育公园和各类体
育场馆，成为大家休闲健
身的最佳去处，这也是为
社会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
集中体现；

1995年，随着《奥运争
光计划》的颁布，国家体育
总局每年拿出本级体彩公
益金的40%用于该计划的

实施，仅2017年，就投入了
近15亿元支持竞技体育工
作。奥运赛场上飘扬的国
旗背后，是体彩公益金的
默默付出。

让困顿者有希望，让
老百姓享便利，让普通人
圆梦想。体彩的公益之光
微而不弱，只要亮着，就有
光芒。

25年·体彩的责任担当

25年来，在打造“负责
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
的国家公益彩票”的过程
中，体育彩票始终致力于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利民
体彩”，彰显国家公益彩票
的责任担当。

我们看到，体彩开通
了95086客服热线，为的是
全天候倾听各方声音；我
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体彩
网点被“扩容”成便民、惠
民、利民的爱心驿站，为有
需要者递上一杯热水、提
供歇脚、取暖的场所；我们
看到，体彩网点的形象更
加统一，店面正变得窗明
几净，软硬件环境得到大
幅提升……

我们看到，兑奖也变
得更加快捷便利。2018年3
月开始，“顶呱刮”即开型
体育彩票实现了小额奖金

“即中即兑”自助领奖，在
购彩者可通过中国体育彩

票APP、支付宝或手机淘宝
自助扫码兑奖。手机一扫，
奖金自到；自2018年11月1
日起，中国体育彩票超级
大乐透、7星彩、传统足彩
和竞彩游戏单注奖金在1
万元及以下的中奖彩票，
在兑奖有效期内可跨省级
行政区域进行兑奖。自此
之后，体彩兑奖不再受距
离的阻隔，即便与购彩网
点远隔千山万水，你也可
以在身边的网点实现“就
近兑奖”。体彩通兑的一小
步，成为便利购彩的一大
步。提供能够适应市场需
求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更
好的购买体验，秉持着这
样的责任担当，体彩一直
在路上。

今天，体彩25岁了。

25岁的体彩，已经从
蹒跚学步中站直了身子，
变得更加成熟奋进，也更
加从容坚定。回首25载岁
月，有过荣耀，有过甘苦，
有过汗水，有过微笑，有过
不期而遇的温暖，更有过
生生不息的希望。今天的
体彩，风华正茂，朝气蓬
勃，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
爱、光芒与梦想。

这个25年，体彩感恩
有你；下个25年，体彩希望
仍与您一路同行，请您见
证新的成长。 （聂明镜）

25年，那些与体彩有关的故事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张弓长） 3月下旬，乌兰
察布市集宁区多名居民
向本报反映，他们在集宁
区购买商品房的区域，当
地政府原计划要建一所
小学和幼儿园。可不知为
啥，等他们购买了商品房
后却发现，原本要建幼儿
园和小学的区域却变成
了商品房地块。针对居民
们反映的情况，本报记者
前往乌兰察布市进行了
采访。

反映问题的居民大
多居住在集宁区瑞宁名
苑小区。居民们说，几年
前，他们是在得知了当地
政府要在该小区附近规
划建设一所小学和幼儿
园的确切消息后，才决定
在该小区买房的。当初在
这里买房，就是为了便于
孩子将来上幼儿园和小
学。如今，幼儿园和小学
建到了别处，这里已经变
成了乌兰察布市华锦房
地产开发公司的商品房

项目建设工地。得知这一
情况后，居民们都感觉被
糊弄了。

3月28日，记者来到
集宁区采访时看到，居民
们所说要建设幼儿园和
小学的区域确实已经变
成了一处商品房建设项
目工地，不过工地正处于
停工状态。

当日，记者来到乌兰
察布市华锦房地产开发
公司采访时，董事长申利
明说起这件事也是一肚
子苦水。他说，早在2012
年，该公司就依法取得这
一地块大部分区域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正准备开
发一处高档商品房住宅
小区时，集宁区人民政府
提出要与该公司置换一
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双
方经过协商后，依法签订
了置换协议。而集宁区人
民政府置换给该公司的
这块土地，正是居民们口
中将来要建设幼儿园和
小学的地块。该公司与集

宁区人民政府完成了土
地置换，并以公开合法的
土地出让方式取得了集
宁区布拉格西街以北、正
黄路以东、泰昌街以西、
瑞宁名苑南区以南14924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随后，该公司又先后
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
书》《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至此该公司已经获
取了该项目前期所必须
齐备的所有建设手续。
2018年9月18日，由该公
司开发建设的锦绣公馆
商住小区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但刚开工没几天，
瑞宁名苑居民便以该项
目高层楼房遮光，且占
用幼儿园和小学用地为
由 向 有 关 部 门 反 映 。
2018年10月16日，乌兰
察布市规划局所属的规
划监察队给该公司送达
了一份要求暂时停工的
书面函，函件中明确声
明之所以要求该项目暂

时停工，就是因为众多
居民反映问题，至于具
体复工时间则另行通
知。合法手续不能开工
建设，这令申利明苦不
堪言。

乌兰察布市规划局
针对这一情况于2018年
12月25日下发文件：锦
绣公馆商住小区项目每
层层高及建筑总高度满
足《内蒙古自治区建设
用地容积率计算规则》
和《乌兰察布市中心城
区新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相关要求。2013年
后，乌兰察布市华锦房
地产开发公司陆续取得
了土地出让合同、用地
规划和工程规划手续，
程序合规。

申利明说：“看到这
份红头文件后，我原本以
为既然规划局已经查明
项目手续齐全，程序合
规，既不遮光，也不占用
教育用地，总该可以继续
施工了吧？然而，今年3月

16日，乌兰察布市规划局
所属的监察大队却又一
次给该公司发来了一份
停工通知，停工的理由竞
然还是‘居民反映问
题’”。申利明认为，这份
通知既不合情也不合法，
监察大队并不具备下达
这份停工通知的权力，但
是，既然下发了，企业又
不敢不去重视。就这样，
该公司虽然已经具备了
该项目的所有前期建设
的合法手续，却一直开不
了工。

3月29日，乌兰察布
市规划局局长陈发荣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居民们反映的主要还是
因为建设幼儿园和小学
的问题。多年前，在集宁
区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过程中，确实由集
宁区人民政府牵头，曾
经讨论过要在现乌兰察
布市华锦房地产开发公
司所购买地块建设一所
小学和幼儿园。后来，经

过反复论证，最终根据
集宁区教学资源配置要
求，将小学建在了现滨
湖小学所在位置。按照
教学资源配置要求，仅
隔一个街坊再建一所小
学，从基础设施投入、师
资配置、生源等因素考
虑，显然不利于教育资
源合理分配。

采访中，陈发荣也坦
言，居民们有反映的问题
的权利，乌兰察布市华锦
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已取
得了所有合法手续却迟
迟不能开工建设也确实
很冤枉，但当地政府部门
取消原规划地块建设幼
儿园和小学的决定也没
有问题。

当记者问及“既然处
于纠纷中的各方面都没
有问题，那为啥就成了多
年解不了的纠纷问题”
时，陈发荣说，当地政府
和相关部门当前正在积
极协调，尽快妥善解决这
一问题。

瑞宁名苑居民：规划的小学和幼儿园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