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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与你息息相关的国家公益彩票
社会保障基金
跟彩票什么关系

“截至10月25日，沪深上市公司中，社保基金
增持了45家，减持了59家。”

看到这样一则财经新闻，你的第一反应是什
么？这跟我有关系吗？

有！关系大着呢。
2000年8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决

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国家社会保障储
备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
金投资收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构成，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
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由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2001年，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规定：财政部会同国
家体育总局确定体育部门每年的彩票公益金基
数，超过基数的彩票公益金，80%上交给财政部，
纳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
自2001年起，体彩公益金开始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当年体育彩票公益金合计约23.75亿元进入全
国社保基金。

2006年，财政部下发《关于调整彩票公益金
分配政策的通知》，规定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
方之间按50:50的比例分配，专项用于社会福
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
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60%、30%、5%和
5%的比例分配。

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彩票早已不再是单纯
的行业彩票，而是成为国家公益彩票，其筹集的
公益金使用范围，除了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
争光计划等体育事业，推动我国全民健身事业蓬
勃发展，更是广泛用于涉及国计民生、社会保障
等在内的多项事业，发挥着“公益事业助推器”的
巨大作用。

从法援到助学
这些项目你知道吗

“自从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介入后,中心接案
数量增多了，律师的办案补贴提高了，大家办案积
极性和主动性变强了，案件办理的效率和质量有
了明显提升，更多困难群众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帮
助。”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陈
星感慨地说。

法律援助，正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众多使
用项目之一。2009年开始,经国务院批准,安排
彩票公益金5000万元,用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资助开展针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
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5个方面的法律援助，彩票
公益金法援项目由此诞生。

到2016年度，参与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实施
的法律援助机构有414家，近5年，彩票公益金投
入5亿元，推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30万件，使
45万多人直接受益，让经济困难群众不因经济和
社会地位差别而平等地得到法律保护。

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公
益金为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持续贡献力
量，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于农村医疗救助基金
的资助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每年都有相当
数额的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进行农村医疗救助。
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资助贫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和对医疗救助对象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给
予资助。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资
助的主要项目除了农村医疗救助基金，还有城镇
医疗救助基金和红十字人道主义医疗救助基金。
这些基金在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为扶助社会困
难群体、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彩票公益金对教育助学的资助更是由来已
久。2017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由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滋蕙、励耕
和润雨三个计划。滋蕙计划奖励对象为普通高中
在校在籍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奖励标
准为每人2000元；励耕计划资助对象为小学、初
中、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教师，
资助学校因遭受自然灾害、突发事故或重大疾病
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资助标准
为每人1万元；幼儿教师资助项目资助对象为幼
儿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幼儿教师，资助标准为
每人1万元。

从留守儿童到“两癌”母亲
覆盖人群不断扩大

“这里有很多的图书，还有很多的玩具，每天
都有很多的小朋友来这里玩，我感到非常开心。”
贵州安龙县12岁的肖欢欢在“留守儿童快乐家
园”愉快地玩着桌游。

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项目，随着时代的发展，也
在与时俱进，使用范围更加广泛。除了大家耳熟
能详的红十字事业、残疾人事业、农村医疗救助、
城市医疗救助、教育助学、法律援助、扶贫、文化
等，近年来更是覆盖到很多大众不甚了解的一些
项目，比如“留守儿童快乐家园”。

“留守儿童快乐家园”就是全国妇联、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于2014年面向留守儿童集中的村
镇社区推出的公益项目。目前，项目通过筹集社

会爱心资金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已在全
国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捐建了
874个“儿童快乐家园”，并积极动员当地志愿者，
通过“儿童快乐家园”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生活、
亲情关爱、安全保护、心理健康等多种关爱服务活
动，让农村留守儿童在蓝天下快乐健康成长。

与“儿童快乐家园”类似的项目还有“乡村少
年宫”，这些“乡村少年宫”本着公益性、覆盖性、特
色性、实用性的原则,开设了球类、棋牌、绘画、书
法、科普、舞蹈、乐器等10余个活动项目。

201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留守儿童
快乐家园项目1500万元，该项目由全国妇联委托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组织实施，主要用于为农村
留守儿童校外活动场所配置设施并开展关爱服
务；用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67990万元，该项目
由中央文明办组织实施，主要用于新立项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的修缮装备补助以及“十二五”时期
已立项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运转补助。

此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也用在了出生缺
陷干预救助，项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中国出
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组织实施，主要用于出生
缺陷救助、出生缺陷防治宣传和健康教育；禁毒关
爱工程，该项目由公安部委托中国禁毒基金会组
织实施，主要用于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农村贫困母
亲两癌救助，该项目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组织
实施，主要用于救助患有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农村
贫困妇女；婴幼儿营养补助，该项目由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组织实施，主要用于向部分贫困地区6-
36个月婴幼儿免费发放爱心营养包和开展健康宣
传教育活动；精神病人福利机构建设，该项目由民
政部组织实施，主要用于支持新(迁)建、改扩建地
级精神病人福利机构和配置设备。

始终心系民生
重大灾难面前温暖同行

在重大灾难面前，公益金的身影始终温暖同
行。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20亿元公益金用于
抗震救灾，其中10亿元用于汶川地震灾区受灾群
众后续生活救助；10亿元列入中央财政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基金，安排用于汶川地震倒损农户住房
恢复重建；2009年，抗震救灾使用44.52亿元，该
部分资金列入中央财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
用于公共服务、防灾减灾恢复重建项目。2010
年，544200万元用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201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甘肃岷县
漳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100000万元，新疆于田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30000万元。2015年，用于云南
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100000万元。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即开型体育彩

票顶呱刮还被赋予“赈灾”的使命，在从2008年7
月1日到2010年底两年半的时间内，顶呱刮中央
集中部分公益金（即总销量的10%）全部用于支援
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顶呱刮最终为地震灾区筹
集资金多达38.3亿元。

上市20年来，体彩不断扩大销售规模，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13万余个销售终端，直接
为社会提供了30万个就业岗位，带动了体育、文
化、科技、印刷、新闻以及未来的网络等相关行业
和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不忘初心，服务民生。中国体育彩票将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突出以人民利益为中
心，为建设负责任的、可信赖的、健康持续发展的
国家公益彩票而继续努力。

本版图文由重庆体彩提供

如果我不购买体育

彩票，体彩跟我有关系

吗？

其实，息息相关。

近期，财政部向社

会公告了2016年彩票公

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

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使用情况。公告显示，

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使

用公益金473亿元，其中

有 315 亿元用于补充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有105

亿元用于国务院批准的

医疗、养老、文化、扶贫

等14项社会公益事业项

目。

作 为 国 家 公 益 彩

票，发行伊始，中国体育

彩票就心系国计民生。

近年来，体育彩票公益

金的使用方向，更加聚

焦 于 提 供 基 本 公 共 服

务，集中于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

今年柚子丰收了！这是我市柚子产业
传来的一个喜讯。但面对柚子产业的发
展，柚农们却出现了多种“困惑”。

那么，今年的柚子产业怎么了？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深入到我市一

些新兴柚子产区，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

一条微信的“困惑”

11月中旬，一条“重庆合川百万斤红
心蜜柚滞销，卖不出去可能就要烂掉了，柚
农苦不堪言！爱心接力求传递！”的信息在
微信上传开。

随后，重庆日报记者为探究竟，来到微
信上所说百万斤蜜柚滞销的合川区南津街
道梁坝村进行调查。

“我们村不是微信上所说的深度贫困
村，也不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在种植、经营柚
子。其柚子是由一位合川城里来的业主投
资，流转土地建的柚子园种植的蜜柚。”一
进村，村党支部书记曾宪福就气愤地说：

“微信上传递的信息不真实！”
重庆日报记者找到了梁坝村种植蜜柚

的业主——重庆蛮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
理丁树全。他介绍，2009年，他来到梁坝
村，从60多户村民手中，流转了210亩土
地，建起了这座柚子园。

“柚子园已投产4年，前几年产量不
高，今年进入丰产期，总产量有六七十万
斤，是去年的3倍，但没有微信上所说的百
万斤。”他说，看到这样高的产量，他有点着
急销售问题，就找到合川一家个体电商公
司，请他们帮助销售。可这家公司又去找
到外地一家微信公众号，制作出这条多处
失实的微信发了出来。没想到，这条微信
给柚子园以及当地政府带来了困惑。

丁树全说，他的柚子并非像微信上所
说一两毛钱1斤也卖不掉，目前批发价格
是红柚每斤2元，白柚每斤1元；游客自己
到果园采摘是红柚每斤3元，白柚每斤2
元。

“目前，果园的柚子，已经按这个价格
卖出了1/3，有20多万斤呢。”他说：“而外
地那家电商，以2元1斤的价格从我这里
买去后，以8元1斤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销售的“困惑”

今年丰收了。这也给柚农带来了如何
销售的“困惑”。

11月22日，重庆日报农村版在其“重
庆好食荟”公众号上，发了一条“残疾大姐
种蜜柚，不懂销售愁买家”的信息，呼吁大
家去买柚子。

3年前，南川区兴隆镇金禾村右腿有残
疾的徐凤蓉，从四川蒲江县带回来红绵蜜
柚苗，在山上种了500亩。今年，初挂果就
高产，产量有5万斤。可她只顾埋头种柚，
不懂市场销售和宣传，只好找媒体帮忙。

璧山区正兴镇的卫寺村，是卫寺柚的
发源地。村党支书沈廷明说，目前，全村已
种植有本土品种卫寺柚1500余亩。近几
年，镇里在相邻村对卫寺柚进行推广，全镇
卫寺柚的种植面积超过5000亩。

今年，卫寺村的1500亩卫寺柚，已有
80%左右的投产，又遇上柚子的“大年”，每
亩有四五千斤产量。

然而，丰产带给柚农的并非全是欣喜，
也平添了“困惑”。五村民组的叶大富种的

6亩卫寺柚全部进入丰产期，眼见采果期
临近，却不知3万余斤柚子如何销售出去，
已经让他发愁了。

因为，去年卫寺柚的产量没有今年高，
个重3斤以上的柚子，在产地也只能卖两三
元1斤，3斤以下的，价格在每斤1元以下。

叶大富的“困惑”，不是没有道理。

柚产业的“困惑”

我市的柚子产业，有一定的基础。在
品种上，有全国“三大名柚”之一的梁平柚，
有荣获“中华名果”美誉的长寿沙田柚，以
及丰都的红心柚、巴南的五步柚、垫江的黄
沙白柚等。

近几年来，各地在特色产业的发展中，
又从福建等地引进多个柚子品种，进行规
模发展。仅合川区目前就已发展起5000
余亩的规模。全市新发展起来的柚子产业
达10万余亩。

重庆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快速
发展的柚子产业也出现了一些“困惑”。其

“困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重栽种，缺乏精细的科学管理。“柚

子的管理对品质的影响很大。”沈廷明说，就
以卫寺柚为例，村里成立了一家卫寺蜜柚专
业合作社，40多位社员在合作社的指导下，
严格按技术标准进行管理，所种出的果子个
头大，品质也较好，每年的销售基本不成问
题。而有一些果农栽下后疏于管理，柚子产
量不高，品质也不好，导致销售困难。

我市从外地引进来的品种，在气候、土
壤等方面都有一个适应性问题。如果再在
技术管理上达不到要求，那对产量、品质影
响很大，难有市场竞争力。

二是重发展，缺乏对市场的拓展。重
庆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在
柚子产业上，更多的是注重如何让农民把
果苗栽种到地里去，而对下一步如何引导
果农拓展市场，还做得不够好。

“困惑”带来的思考

柚子产业发展中的重栽种缺乏精细的
科学管理、重发展缺乏对市场的拓展这两
大“困惑”，给我们带来思考。

思考一：柚产业是我市有条件发展的
一项特色效益产业，但在引进品种发展中，
需要对本地的气候和土壤等进行论证分
析——引进来后，要对其产量能否达到原
产地的高产、能否保持原产地的品质进行
论证。这是保证引进来的品种有市场竞争
力的关键。

思考二：严格的科学管理，比把柚苗栽
种到地更重要。对已经建设起来的果园，
要加强管理，保证种植技术到位。许多一
家一户种植的果园，由于目前多数是留守
在家的老人和妇女在管理，其对技术的掌
握肯定有差距。对这样的果园，可以采用
社会化服务的方式，组织专业管理服务组
织，进行果园的管理服务。

思考三：注重市场拓展。就重庆而言，
优质的柚子并非没有市场，而是缺乏开
拓。目前在重庆市场上销售的柚子，不少
是从福建等地来的，本地的柚子还不多。
这与我们对地产柚子品牌的包装宣传，市
场销售网络的建立等市场开拓不足是有直
接关系的。因此，在发展柚子产业中，不能
短了市场开拓这条“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11月28日下午，大渡口区春晖路
街道新城明珠小区，65岁的杨定志像往常一样，锯子、戳子、锯皮、刻
刀等10多种工具一字排开，脚边放着拣来的木棍，一双布满老茧的
手紧紧地握着刻刀，小心翼翼地在木棍上削刮着。几年来，制作拐
杖成了杨定志老年生活的“必修课”，目前他已向有需要的街坊邻居
送出了30多根“爱心拐杖”。

杨定志是一位有着35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自己开始制作“爱心拐杖”，得从5年前说起。“有位老邻居不小心将
自己的龙头拐杖摔坏了，问我能不能修。”杨定志年轻时学过木工手
艺，他想，家里什么工具都有，就答应了下来。没想到还真修好了，
他还贴心地给拐杖加上了防滑胶垫、把手处包上布料。

老邻居对新拐杖爱不释手，这让杨定志萌生了一个念头：“市面
上卖的拐杖多，但好的太贵，便宜的质量又不好，我可以做些拐杖送
给那些腿脚不便的左邻右舍呀。”

“杨叔叔的拐杖帮了我大忙。”邻居王云霞今年6月不慎摔成骨
折，杨定志得知后，很快送来一根拐杖，陪伴她度过了步履蹒跚的康
复时光。现在，王云霞完全康复，那根拐杖又被家中八旬老父要了
去，说它手感好。

获得邻居的赞誉后，杨定志制作拐杖的劲头更足了。他的老伴
告诉记者，老杨就爱四处“寻宝”，春秋两季许多公园、小区都会修剪
树枝，他就将一些1米左右长、又韧又硬的树枝捡回家做拐杖原料。
有时与朋友去登山，运气好也能拾到几根好木料，老杨就像寻着宝
物似的带回家。

选材、定型、简单造型、打磨、上漆，做好一根顺手的拐杖，要前
后忙活半个多月，这与他的用心分不开。记者见到，他家中存放的
拐杖都有防滑胶垫、固定铁皮，有的把手还被雕刻成鸟头、鹿角，惟
妙惟肖。

杨定志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老人挺直腰杆、让残疾人
步伐稳健。这些“爱心拐杖”都是为有需求的人准备的，无论认识与
否，街坊邻里都可以去他家免费领取。

大渡口一老党员
自制30多根拐杖送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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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遇“困惑”怎么解？
——关于我市柚子产业的调查与思考

本报记者 周勇 罗成友

11月20日，梁平区荫平镇乐英村的百年老柚子树园，游人在柚子树下自拍。
特约摄影 刘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