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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016 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布

六成用于支持群众体育
河南省体育局近日向社会公
告了2016 年省本级体育彩票公益
金的使用情况。
公告称， 在财政部门的监督
下， 省本级体彩公益金全部实行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当年， 按照河
南省人大批复的部门预算， 共安排
支出51530 万元， 用于实施群众体
育工作和资助竞技体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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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和《 河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建公共体育服
(2016 — 2020 年
) 》， 构
务体系， 河南省体育局预算安排使
用30852 万元， 其中： 用于全省青
少年体育训练经费6000 万元。 用
于全省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经费4692 万元。 用于全省实
施农村居民体育健身工程、 乡镇级
健身工程及全民健身路径工程、 室
内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及拆装式游
泳池4378 万元。 用于全省大型体
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和省体育
局直属大型体育场馆补助资金
元。 用于全省资助群体组织
3616 万

和队伍建设1848 万元。 用于全省 受体质测定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国民体质监测318 万元。 调整用于 者达到101504 人次， 比去年增加
支持市县群众体育事业支出10000 19989 人次。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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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体育局利用体彩公益 排使用20678 万元， 其中： 用于改
金， 支持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 善训练比赛场地设施条件6908 万
程、 乡镇体育健身工程、 全民健身 元。 用于支持运动队参加国内外
路径工程、 中小型全民健身中心、 5394 万元。 用于支持运动训练比赛
户外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健身园、 器材购置及科研医疗仪器购置
社区多功能公共运动场等健身设 3829 万元。 用于补充运动员保障支
施项目。 在城镇地区实施600 条全 出2656 万元。 用于资助体育后备
民健身路径、20 个拼装式游泳池、 人才培养及体育科研1521 万元。
笼式篮球和笼式足球项目， 用于举办或承办省级及以上大型
100 个
河南省县级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覆 体育赛事370 万元。
盖率达到60%以上。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和保障
利用体彩公益金， 继续推进农 下， 河南省运动员在2016 年不畏
村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实施 强手、 奋力拼搏， 在第31 届里约
行政村新型农民体育健身 奥运会上， 河南省共有14 名运
3200 个
工程，130 个乡镇体育健身工程；配 动员参赛( 含2 名联合培养的运
合落实中宣部2016 年全国贫困地 动员) ， 是河南省参加境外奥运会
区百县万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示 人数最多的一次。 共夺得1 枚金
范点项目299 个； 大力推进省、 市、 牌，1 枚银牌，1 枚铜牌， 完成了奥
县三级“ 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 运有金的目标。
站” 体质测试服务常态化工作， 享
）
( 李安

今晚大乐透17082 期推荐:
小号反弹 奇数强势
大乐透： 前区： 小号反弹， 大小比关
注2∶3 防1∶4 。 和值下降， 关注80 — 100
之间。 奇数强势， 关注奇偶比3∶2 防4∶1 。
关注：2∶1∶2 。 连号淡出， 关注散号。
012 路
后区首防双小、 双奇组合， 次防双大、 双
偶组合。

明晚七星彩17083 期推荐：
看好大号 偶号热出
“

中奖达人” 好运必达

最高可中50 万元
顶呱刮“ 中奖达人” 面值10 元， 最高奖
金50 万元， 该票票面以红色的票面为主
题， 点缀着幸运五角星和顶呱刮的标志， 欢
乐喜庆， 每张彩票有13 次中奖机会。 头奖
极高， 中小奖丰厚， 让你轻松成为中奖达
人。 游戏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
中的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
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金额； 如果出现
利” 标志， 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
“胜
的两倍。 如果在幸运奖区出现“笑脸”标志，
即中得100 元。 兼中兼得。 (吴俊）

竞彩品牌口号征集活动开启

秀创意我的竞彩我做主
信阳消息（ 张鹏） 昨日，笔者
从市体彩分中心了解到， 即日起至
的竞彩， 我做主”竞
，“ 我
7月
31 日
彩品牌口号征集活动面向全国展
开。 希望我市广大彩民朋友也能踊
跃参加。
本次征集口号要求字数在10
字以内， 简练明快， 易于传播， 既能
反映竞彩玩法简单、 赛事丰富、 国
际化等特点， 又符合中国体育彩票
公益特色， 体现积极、 健康、 向上的
时代风貌。 同时， 所有参选作品需
为本人原创， 显著区别于国内外其
他彩票宣传语。
为突出参与性， 本次征集活动

共设置5 个奖级、50 个获奖名额，
具体奖项设置为： 一等奖：1 名，奖
金6000 元； 二等奖：2 名， 奖金
等奖：4 名， 奖金1000
； 三
3000 元
元； 优秀奖：10 名， 奖金500 元； 纪
念奖：33 名，奖金200 元。
本次活动以“ 中国竞彩” 微信
号为平台， 参与者须通过“ 中国竞
彩”微信号提交参选作品。 需注意：
微信号主体须为个人； 每个微信号
最多提交3 个参选作品； 提交同时
最好写明作品的创作思路、 理念
等； 如不同微信号提交的参选作品
内容相同， 则按时间顺序筛选， 提
交时间靠前者入选； 截稿日期为

年 月31 日， 评选结果将于
月 日公布。 活动中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服热线4008695086 或在
国竞彩”订阅号留言即可。
“中
据悉， “ 竞彩” 是中国体育彩
票竞猜类游戏品牌， 以足篮球赛事
为主要竞猜对象， 玩法简单， 趣味
性强， 不论新老彩民还是体育爱好
者， 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
趣。 为进一步推广竞彩品牌， 提高
竞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现面向全
国征集竞彩品牌宣传口号， 广大参
赛者提交作品后， 通过网络评比、
专家评审的方式选出最佳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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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奖像上班

彩票中心退休员工中5100 万元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一位来自伯明
翰的老人幸运地命中了英国国家彩票
英镑( 约合人民币5100 万元) 的彩
578 万
票大奖。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中奖的
老人竟是英国国家彩票的“内部人员”，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悉， 这位老人名叫马尔科， 今年63
岁。 今年6 月， 他和妻子外出购物， 顺便
买了几张彩票，没想到却命中大奖。
老人看似平常的购彩经历，为何被说
成是“内部人”呢？ 原来，马尔科在退休之
前是一名水电工，而他任职的单位正是英
国国家彩票中心，年满60 岁才退休的他，
在这里足足干了20 多年； 退休的时候中
心还为他举行了小型的送别仪式。
兑奖结束以后， 马尔科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他说道：“你知道吗，我今天是坐公交
车来的，那感觉简直太熟悉了，就像来上班
一样，退休之后我几乎不会坐公交车了！ ”
而当记者问道今天感觉如何时， 马尔科回
答道：“今天虽然高兴，可还是有些伤感，退
休三年多了，我今天还是头一次回来，下次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 （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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