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2020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
www.jfdaily.com

专题

多管齐下 力促责任体彩建设再上新台阶
—打造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
2019年， 上海共销售体育彩票 43.06 亿元， 筹集公益金
11.8 亿元，代扣代缴中奖者个人所得税 1.56 亿元。截止 2019
年底，上海共累计销售体育彩票逾 470 亿元，累计筹集体育
彩票公益金逾 121 亿元，为国家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做
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务院特许发行的国家公益彩票，近年
来，体彩事业快速发展，随着一系列新政策、新法规的实施落
地，以责任为引领推动体彩事业发展已成为各级体育彩票发
行管理机构的共识。
2019 年以来，上海体彩中心充分认识到在销量持续高位
增长的现状下责任彩票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渠道管理、购彩
者教育、品牌营销、责任培训等领域多管齐下，走出了一条上
海体彩责任发展之路，并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组织开展的 2019 年度省市责任彩票等级评定工作中， 获得
责任彩票三级认定。

工作亮点一

注重体彩销售渠道合规管理

开展责任彩票工作培训

在 2019 年的工作中， 上海体彩中心一手抓实体代销网
点监管，一手抓便利连锁渠道拓展，力争打造负责任的体彩
代销场所。
在实体代销网点方面，上海体彩中心按照财政部等三部
委的要求，对本市体育彩票终端机与互联网联接销售彩票相
关问题进行自查自纠， 两轮自查自纠后全市 1669 名代销者
中有 1605 名代销者按要求完成了自查自纠工作， 完成率为
96%。同时，要求各代销网点坚决制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
彩票并通过销售终端出票等违法违规销售行为。在网点征召
工作上，继续打破距离限制、放宽面积要求的原则，全年不间
断通过线下线上同步征召体彩销售网点，承诺 5 个工作日内
对网点申请进行答复，优化市区二级审批流程，使新网点能
尽早营业。
在便利连锁渠道方面， 继续大力发展规模性便利连锁、
规模性非便利连锁、商超等行业渠道，先后拓展了电信渠道、
华联超市、联华超市、喜士多超市、中商惠民便利店、罗森便
利店等一批便利连锁店销售彩票，并在大型商超布设即开辅
助终端。 此外， 上海体彩中心还探索与大众出租车合作，在
100 辆大众出租车上设置即开型体育彩票辅助销售终端，将
触角触达购彩新人群。
目前， 上海现有正常营业的体彩销售网点数量逾 3000
个，其中实体代销网点 1800 余个，行业渠道网点为 1200 余
个。

工作亮点二

加强购彩者教育倡导理性购彩
2019年以来，上海体彩中心围绕亚洲杯、篮球世界杯等
重要销售节点开展购彩者教育，力争营造多人少买的理性购
彩氛围。
上海体彩中心制定下发了《关于严格加强大额投注监控
防范资金风险的通知》和《上海市体彩销售网点大额购彩安
全防范管理办法》，对高销量代销者进行每日跟踪，并要求一
次性投注额较高的购彩者签署理性购彩承诺书，切实防范非
理性投注。
2019 年有两项大赛， 即亚洲杯足球赛及男篮世界杯。上
海体彩中心配合总局体彩中心备战亚洲杯及男篮世界杯赛
事竞猜的整体工作安排，成立了上海市体彩网点合规管理专
项工作小组，并就亚洲杯及男篮世界杯期间网点合规清查内
容和要求开展了专项动员、专项培训，要求网点在醒目位置
张贴“购彩有节制 请理性购彩”的广宣素材。
在上海体彩中心官方网站——
—上海体彩网首页开设“责
任体彩”专题页面，并开设购彩者教育专区：向购彩者传达
“彩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游戏，是一种娱乐方式，而不是赚钱
工具”的理念；倡导购彩者多人少买、量力而行；警惕沉迷及

代销网点签署自查自纠承诺书

武术世锦赛设摊展示

武术世锦赛现场品牌广告

过度购彩；发布《关于提醒广大购彩者理性购彩的提示》等公
告通知，坚决杜绝片面追求销量的极端、短期行为，切实做好
购彩者教育。

工作亮点三

开展负责任的体彩品牌营销
2019年以来，上海体彩中心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品牌
营销，包括利用体育赛事开展宣传、组织各玩法促销活动、增
加公益广告投放、做好中心自媒体运维等，力争塑造负责任
的体彩品牌形象。
近年来，上海体彩中心继续保障对国内外各项大型体育
赛事活动的扶持以及通过与部分赛事开展深度合作，如在上
海国际马拉松、世界武术锦标赛、世界耐力锦标赛、ATP 网球
赛事赛、F1 国际大奖赛等在上海举办的著名赛事上设立宣
传展位、布设赛场广告，开展借势宣传。
为持续拉近与购彩者的距离，增加社会公众对体彩事业
的了解，上海体彩中心先后组织了“亚洲杯——
—体彩和你在
一起”抽奖活动、上海体彩 APP“体彩新春大拜年，串烧抽奖
赢好礼”活动、申花、上港新 2019 赛季“看球赢大礼”活动、上
海体彩 APP“送中超球票”活动、“竞彩玩转美洲杯，体彩助力
来加奖”活动、上海体彩 APP 送上马、元旦迎新跑名额活动、
上海体彩 APP“积分清零，高颜奖品任意送”活动，通过这些

市场营销活动，拉近了社会公众与体彩之间的距离，增进了
公众对体彩各类游戏的了解。
上海体彩中心携手各区体育彩票管理机构，利用区属体
育场馆开展公益宣传，先后在闵行、普陀、奉贤、崇明等地新
设了体彩户外广告宣传阵地，更新了青浦的四块户外广告内
容。同时，积极参与冠名群众性体育赛事，其中有公益性老年
比赛，如老年羽毛球、钓鱼、龙舟赛；还有大众性体育赛事，如
“体彩杯”市民龙舟赛、社区桥牌赛、上赛场元旦迎新跑等。

工作亮点四

加强责任培训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当前的体彩工作处于一个转型发展的时期，从以前侧重
销量驱动发展转变为责任与品牌驱动发展。对此，上海体彩
中心着力建立健全责任体彩工作机制，开展责任体彩工作培
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力争形成责任体彩管理工作新常态。
为促进员工全面树立责任彩票意识， 上海体彩中心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召开全市体彩责任彩票工作培训会，体彩
中心各科室、各区体彩管理机构负责人、相关工作人员及体
彩专管员参与本次培训。 全市 16 个区体彩管理机构均于
2019 年 11 月底前完成责任彩票线下培训，培训形式含集中、
分区、面对面培训。在责任彩票线上学习及考核方面，上海培
训班学习完成率及独立考试通过率均超过 98%。

便利渠道代销网点拓展

2019年 8 月 27 日， 上海体彩中心联合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体育彩票研究中心发布《中国体育彩票（上海地区）2018 年
社会责任报告》，这是上海体彩中心连续第四年发布社会责
任报告。《报告》生动而详实地向公众展示了 2018 年上海体
彩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履行的社会责任。同时，上海体彩中
心注重《报告》发布宣传效应的最大化，上海体彩网、上海体
彩 APP 及上海体彩中心官方微信订阅号全年均可查阅报告
详情，上海体彩 APP 还开展了“我是上海责任体彩接力棒”
活动。
当前，各级体育彩票发行管理机构致力将中国体育彩票建
设为负责任的、可信赖的、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
是体育彩票发行的初心， 根据市体育局相关数据，2019 年，上
海市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 3.25 亿元，分别用于全民健身、
青少年体育训练、国际国内赛事扶持、运动员退役择业保障、体
育设施运行、体育场地修缮、体育专项设备购置等体育事业发
展的方方面面。
放眼未来，上海体彩中心将继续牢牢把握体育彩票作为国
家公益彩票的基本定位和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宗旨，牢固树立
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恪守
“公平、公正、公开”的诚信原则，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任务，贯彻
落实社会责任实践，以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
度，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认真履职、勇于
担当，为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不
断添砖加瓦。

严把关 重帮扶 提信心

上海体彩中心稳妥推进体彩复工销售工作
补贴半年电信通信费用 600 元。
同时，上海体彩中心还制定了便利连锁行业
渠道帮扶政策，对各符合条件的网点发放一次性
补贴 500 元。

加强走访调研
携手渡过新冠肺炎难关
体彩代销网点做好防疫消毒工作

上海体彩中心领导调研代销网点

各区体彩管理机构为网点采购防疫物资
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体
育彩票推迟了 2020 年恢复销售的时间。 随着
国内疫情形势逐渐趋稳，3 月 10 日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在符合条件的
区域恢复体育彩票发行销售工作的公告》，根
据公告安排，3 月 11 日起， 上海市有序恢复体
育彩票销售。
复工至今，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面临着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对此，上海体
彩中心继续秉持责任体彩理念， 一手抓防
疫安全、一手抓复工销售，通过严把复工网
点审核、制定帮扶政策、加强走访调研等针
对性措施， 稳妥推进体彩复工后的销售管
理工作。

上海体彩中心领导调研合作企业

精准、有序、稳妥
推进复工网点审核
3月 10 日上午，上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向各区体彩管理机构下发 《关于恢复中国体
育彩票在本市销售的通知》， 要求各区精准、
有序、稳妥推进网点复工，严把审核关口。
所有复工网点须符合四项审核要求：一是
符合代销网点所在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街镇
防疫部门准予复工；二是须在经营场所内醒目
处张贴消毒公示及购彩温馨提示；三是代销者
须签署疫情防控承诺书；四是须经区体彩管理
机构实地检查，审核同意。

复工后，一到早上 9 点，沪上各体彩代销网
点便忙碌了起来。 在位于余姚路 110 号的 04617
代销网点，业主宓先生开门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网
点进行清扫和消毒，然后再开机，每天这样的消
毒工作会进行三次，分别在开店前、营业中和闭
店后。宓先生介绍到：“店里的购彩者们都会佩戴
口罩，进店时我们会给他们测量体温，也会建议
他们用洗手液洗洗手， 不鼓励他们坐下来研究，
购彩者们也都感觉比较安心。”

为体彩复工创造条件
提振代销者信心
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中

上海体彩人参与浦东机场入境人员
转运工作
国体育彩票销售管理工作面临两大考验：一是受
疫情影响，体育彩票全年销售时间减少 39 天；二
是受国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影响，欧美主流
足、篮球赛事停摆，竞猜型游戏在体育彩票恢复
销售后面临无可售场次的现状。
对此，上海体彩中心出台了一系列帮助体彩
代销者渡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旨在提振代销
者信心。 帮扶政策包括：（1） 恢复销售至 6 月 30
日，除竞彩游戏外，体彩代销佣金比例提高 1%;
（2）对在疫情期间停止销售的每个实体代销网点
予以 500 至 5000 元不等的一次性资金补助;（3）
对体彩休市前正常营业的体彩网点， 按每网点
300 元的标准发放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4）
对恢复销售后持续营业至 6 月 30 日的体彩网点

复工后，上海体彩中心领导相继走访代销网
点及合作企业，实地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
体彩销售及项目合作进展情况。
在代销网点调研中，业主及销售员向上海体
彩中心领导介绍了恢复销售以来网点消毒、清洁
等防疫工作和各彩票玩法销售情况。 在竞彩店，
有销售员提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竞猜型玩
法长时间无可售赛事，目前网点经营压力确实
较大。”对此，上海体彩中心领导表示，近年来，
竞猜型玩法销量占上海体彩总销量的比例维
持 在 50% 上 下 ， 面 对 当 前 体 育 赛 事 停 摆 的 现
状，上海体彩中心会与各代销网点一道共克时
艰， 希望各网点在竞猜型玩法暂停销售的阶
段，加强做好乐透数字型和即开型玩法的推广
和销售工作。
在合作企业调研中，上海体彩中心领导相继
走访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幸运即开有限公司、上海乐和赢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调研企业复工复产和项目合作情况。作为
体育彩票的基础游戏之一，本次调研重点聚焦了
即开型体育彩票工作。 在北京幸运即开有限公
司，企业负责人介绍了体彩恢复销售以来，即开
型体育彩票仓储、物流、销售等相关情况；在上海
乐和赢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对疫情期
间即开型体育彩票户外销售面临的困难进行了
介绍。上海体彩中心领导对企业提出的建议逐一
作出回应，并着手研究制定即开型自助销售终端
及户外销售摊位帮扶补助政策，同时鼓励企业继
续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稳妥推进合作项目。
本版撰文：上海体彩中心 曾雯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