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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公告

丰佳佳 乔育蕾

2022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在宁夏正

式上市二十周年。2022年度，宁夏共销

售体育彩票18.1亿元，同比增长16%；筹

集公益金4.67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

宁夏本级公益金2.34亿元；实体店数量

超1500家。年销量、公益金数量、实体店

数量三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2022年，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坚持“强党建、防风险、转方式、增后

劲、促发展”工作思路，全面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有效推进宁夏841家“体彩

爱心驿站”建设，落实“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持续开展“党员风采展”

“体彩追梦人”等行业典型和先进事迹

展演，在全行业树立榜样，激发全体从

业人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实现

党建与业务相融相促。在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坚持依

法治彩、市场化运营，强化合规管理，

重点推进市场培育，全力开展渠道拓

展，着力打造品牌形象，优化完善内控

管理，科学谋划队伍建设，实现了宁夏

体彩的高质量发展。

二十年风雨兼程，二十年春华秋

实。有社会各界的关注与相守，宁夏体

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变大，逐步从成

立之初的部门彩票发展成为推动体育

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国家公益

彩票。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体育

彩票在宁夏累计销售157亿元，筹集公

益金42.9亿元。

二十年来，体育彩票公益金持续为

宁夏体育事业“输血”，先后建成了一大

批体育场馆、全民健身中心、健身步道、

健身路径等。截至目前，宁夏乡（镇）、村

两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现全覆盖，每

个县、市（区）都建有体育场和体育馆，

体育场地共计38321个，场地面积达

2213.85万平方米，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率达100%，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3.05平方米，稳居全国前列；城市

“15分钟健身圈”已经建成，每年举办各

级各类全民健身活动超过1000项（次），

带动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超过

240万人 （次），占宁夏总人口数的

35.5%；发展各类体育社会组织990个，

全民健身站点1581个，培育社会体育指

导员2.4万人，每千人拥有3.49名社会体

育指导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十年来，体育彩票在宁夏持续

发挥着“体育事业的生命线、公益事业

的助推器”作用，体彩公益金已跨越体

育范畴，在乡村振兴、抗震救灾、红十

字事业、文化事业、支持地方社会公益

事业等民生领域作出重要贡献。除此

之外，宁夏体彩中心紧跟时代步伐，先

后组织开展了“新长城助学”活动，资

助上百名困难大学生完成大学梦；组

织举办“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资助

学活动，捐赠学校170余所，惠及万名

师生；多次为宁夏移民学校捐赠图书

及体育器材；开展“温暖回家路 体彩

公益行”免费送务工人员春节返乡，惠

及上万人；组织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

帮扶活动，在助力乡村振兴、促就业、

助教育等多个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二十年的跨越，再回首，初心如

磐，只争朝夕。2023年，宁夏体彩中心

将紧紧围绕“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

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总体目

标，牢记时代赋予体育事业的使命和

要求，不忘公益初心，秉承责任理念，

当先锋、打头阵、做模范，交出让大众

满意的答卷。

本报记者 丰佳佳

一声声问候温暖人心，一句句祝福传

递真情。近日，青海省体育彩票发行中心

向省内一线代销者、销售员送去新春祝

福、关爱与慰问品，感谢他们一年来对体彩

事业兢兢业业的付出，感谢他们对国家公

益事业作出的持续贡献。

青海体彩为体彩实体店准备了免洗手

消毒凝胶、84消毒液、酒精喷壶、体彩马甲、

口罩、医用隔离面罩、环保袋等物资，西宁

市各区体彩实体店代销者有序前往物资派

发点领取，位于州县等不方便前来领取物

资的实体店，则由各地区专管员进行配送。

在配送过程中，专管员仔细咨询了各

实体店的经营销售情况，了解代销者、销售

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和过年计划，送去物资

的同时也带去青海体彩中心的关怀。各片

区专管员鼓励代销者、销售员在日常销售

中要多学习，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青海体彩

中心组织的各项培训，鼓励他们从年初抓

起，立足销售岗位，开拓思路挖掘市场，经

营好自己的店，为建设“负责任、可信赖、

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多做贡献。

接过体彩中心工作人员送来的物资，

一线销售人员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表示会

在新一年的销售工作中积极进取，用心做

好销售工作，用行动支持体彩公益事业，

把公益体彩的温暖继续传递下去，让更多

群众认识体彩、了解体彩品牌。“青海体彩

是有担当的，无论是这次送物资还是去年

开展的各项帮扶纾困措施，都是为实体店

发展着想，为我们代销者着想，这些帮扶

让人感动又安心。”青海体彩代销者陈强

说。去年，青海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时，很多

实体店经营面临巨大压力，“在大家犯愁

时，青海体彩中心主动倾听我们这些代销

者的心声，收集大家提出的问题及建议，最

后推出了一系列帮扶举措，实体店配备了

口罩、酒精、手消等防疫物资，统一配发了

奖池公告牌、公益海报、走势图等新物料、

设施，降低了实体店经营成本，让大家更有

信心继续坚守。”陈强说。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三年来，疫

情对体彩实体店销售工作产生影响，为帮

助一线实体店，青海体彩在2022年开展了

纾困帮扶专项行动稳固市场。结合青海省

体彩工作实际，投入资金帮扶实体店增收

减负、提升活力，促进青海体彩事业健康发

展。综合一线市场需求，资金主要用于体彩

实体店形象升级改造、走势图、公告牌制

作、实体店培训、实体店可视化建设等项

目，同时，青海体彩还发放了疫情专项补贴

资金，对青海省际运行的533家体彩实体店

根据疫情影响程度进行分级补助。在确保

防疫安全的情况下，青海体彩有序推进体

彩实体店蓄力发展工作，除了在物资方面

对实体店进行驰援，青海体彩在实体店服

务经营方面也积极探索。为帮助代销者减

轻经营压力，青海体彩中心积极联系社会

合作力量帮助部分实体店引入便民服务项

目，建设体彩服务驿站，丰富实体店功能，

实现增收减负。

青海省体彩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开

展实体店帮扶行动是青海体彩责任彩票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体彩将把“为

民服务解难题”作为当前重点任务来抓。

青海体彩中心将与广大一线代销者、销售

员携手共进，共同推动青海体彩事业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小可

为期5天的2022年内蒙古自

治区“中国体育彩票杯”雪地足球

锦标赛，日前在兴安盟阿尔山市

落幕，11个代表队近150名运动员

参加比赛。中国体育彩票作为赛

事的独家冠名方,为赛事的举办

助力添彩。

冰雪天地，热血沸腾，即使在

零下20摄氏度的阿尔山，参赛选手

依旧在雪地上燃情奔跑。体彩吉

祥物“乐小星”与现场观众一起为

选手们呐喊助威。最终呼伦贝尔代

表队获得冠军、兴安盟代表队、乌

兰浩特代表队分获亚、季军。呼伦

贝尔、科尔沁右翼中旗、阿尔山市

代表队获得赛事道德模范奖。

创办于2002年的中国·阿尔

山国际冰雪节是融文化、体育、

旅游、经贸于一体的综合性节庆

活动，每年12月份在兴安盟西北

部的阿尔山市举行，每届冰雪节

都会吸引上万名游客前来观冰

赏雪，参与节庆活动。“中国体育

彩票杯”雪地足球锦标赛的同步

开展，让更多游客关注和了解到

雪地足球这项冰雪运动,同时认

识了新朋友“乐小星”。

雪地足球是一项新兴的冰雪

体育运动项目，深爱内蒙古足球爱

好者的喜爱。内蒙古体彩助力“中

国体育彩票杯”雪地足球锦标赛举

办，在推广公益体彩、活力体彩品

牌形象的同时，促进了冰雪项目的

普及以及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胡志远

为全面增强青少年身体素

质，丰富冬季冰雪活动，提高冰

雪运动水平，大力营造冰雪体育

活动氛围，日前由黑龙江省嫩江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嫩江市教

育局主办的2022-2023年度嫩江

市“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启

动仪式在嫩江市体育场举行，有

350余名青少年参加了本次活动。

参加活动的嫩江市第四小学学

生陈凯歌说：“冰球项目我第一

次接触，同学和老师都非常热

情。虽然天气非常冷，但我也爱

玩。”

嫩江体彩在活动现场制作安

装体彩标识、体彩公益、体彩品牌、

体彩精神宣传板、彩旗，营造出了

浓浓冰雪文化、冰雪运动的氛围，

让公益体彩、活力体彩品牌形象更

加深入人心。

■7星彩第23005期

本期销售：16713884元

开奖号码：004262+11

■排列3第23010期

本期销售：45810514元

开奖号码：888

■排列5第23010期

本期销售：18049296元

开奖号码：88886

1月10日

宁夏彩风

宁夏2022年筹集公益金4.67亿元
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青海彩风

为实体店解难题

青海体彩情暖一线销售人员
中原彩风

草原传情

内蒙古体彩助阵雪地足球锦标赛

温州体彩赴杭坑村慰问困难群众

浙江彩风

嫩江体彩助力“百万青少年上冰雪”

龙江彩讯

广告

广告

巩 亮

2023年1月10日上午，河南体彩濮阳分中心代表一行5人

来到4109020288体彩实体店，看望了销售人员吴承斋。

为了进一步加强责任彩票建设，增强实体店销售人员的

凝聚力和归属感，河南体彩濮阳分中心开展“大病困难实体店

销售人员慰问活动”，对因患病住院治疗的销售人员进行关怀

慰问。

吴承斋是第一位获得慰问的销售人员。“太感谢了。”上午

11时，吴承斋接过体彩中心工作人员递上的慰问品，眼眶泛

红。据了解，他从事体彩销售工作已经13年，去年，吴承斋突感

身体不适，在医院检查出患有脑梗，随后住院手术、治疗了11

天。出院后，吴承斋出现术后后遗症，导致行动迟缓，语言能力

下降，又先后入院治疗3次。

濮阳体彩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向他介绍“大病困难实体

店销售人员慰问活动”，并指导他填写了申请。体彩中心工作

人员表示，销售人员常年工作在体彩销售一线，为体彩的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幸福生活。

濮阳体彩“大病困难实体店销售人员慰问活动”还将陆续慰问15名

销售人员。责任担当践于行，濮阳体彩切实把销售人员的期盼和实际困

难放在心里，把关怀与温暖送到销售人员的心坎上，使责任体彩建设融

入到服务民生、服务群众的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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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支持雪地足球锦标赛。 内蒙古体彩供图

濮阳体彩开展“大病困难实体店销售人员慰问活动”。 朱兴然摄

本报记者 王 辉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体育局、

温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慰

问组前往对口帮扶贫困村———平

阳县怀溪镇杭坑村村民委员会开

展“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

迎新春送温暖活动。

期间，慰问组一行与杭坑村

的困难群众进行了亲切交谈，详

细了解了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

家庭生活和就医条件等情况，叮

嘱困难群众要照顾好身体，积极

乐观地面对生活，有什么困难及

时向村委反映，并送去了羊毛被、

燕麦片、饼干、红枣等生活用品，

表达了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和

新春祝福。

近年来，温州体彩积极响应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结对共建帮

扶，开展助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环境建设提升、援建体育设

施、慰问困难群众、志愿服务等形

式多样的帮扶工作。下一步，温州

体彩将不断强化精神文明建设，

秉承公益初心，践行体彩责任，继

续做好结对帮扶工作，用爱心回

馈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