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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体育部门体彩公益金多用于群众体育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和各

省级体育部门分别公布了2018
年度本级彩票公益金使用情
况。根据彩票公益金分配的相
关规定，彩票公益金在地方与
中央之间按50%比50%的比例
分配。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
在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
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
按60%、30%、5%、5%的比例分
配。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本级
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是上述
比例中的5%；各地体育部门公
布的体彩公益金使用情况，是
地方留用的50%。数据显示，省
级体育部门本级体彩公益金多
用于群众体育项目。

地方留用彩票公益金是怎
么来的

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
法》规定，彩票公益金是按照规
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
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
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逾
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
金。彩票公益金在地方与中央
之间按50%比50%的比例分配。

以浙江为例。2018年，浙江
省共销售彩票374 . 02亿元，其
中福利彩票167 . 79亿元，体育
彩票206 . 23亿元。按国家规定
的比例筹集彩票公益金97 . 60
亿元，其中福利彩票公益金
48 . 33亿元，体育彩票公益金
49 . 26亿元。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
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在
中央和地方之间按50%比50%
的比例分配，专项用于社会福
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彩票
公益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专款专用，结余结转下年继
续使用。2018年，浙江省筹集彩
票公益金97 . 60亿元，按照国家
和省规定的比例在中央、省、市
县之间进行分配，其中上缴中
央48 . 15亿元，省级分成18 . 66
亿元(福利彩票公益金8 . 44亿
元、体育彩票公益金10 . 22亿
元)，市县分成30 . 78亿元(福利
彩票公益金16 . 07亿元、体育彩
票公益金14 . 71亿元)。

用于全民健身的公益金占
大头

在各地，省级体育部门使
用的体彩公益金主要用于群众
体育。2018年度，这一比例多数
超过了七成。

以江苏为例，2018年省级
体彩公益金共安排支出7 . 55亿
元，其中实施群众体育工作
5 . 31亿元，占70 . 37%；实施竞
技 体 育 工 作 2 . 2 3 亿 元 ，占
29 . 63%。实施群众体育工作具
体包括：援建与维护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健身器
材8030万元；资助群众体育组
织和队伍建设4247万元；资助
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2 . 27
亿元；组织开展全民健身科学
研究与宣传4172万元；体育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1 . 40亿元。

在江苏，使用体彩公益金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主要体现
在：大力推进农村体育健身工
程提档升级和城市社区“10分
钟体育健身圈”建设；支持全
省113个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
免费或低收费对外开放；新建
省级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
导站12个，开展1000名一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晋级培训和

审批，组织4000名一线社会体
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举办青
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和江苏省
大学生城市足球联赛，参赛总
人数超过6000人；补助12家省
青少年足球校外活动中心和
12所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
示范校；支持110个优质项目，
拉动社会投资，促进体育消费
等。

不仅在江苏，在全国各地，
地方留用的体彩公益金多用于
全民健身事业，这也是近年来
我国全民健身规模不断扩大、
受益群体不断增多的重要促进
因素之一。

公益金支持地方特色项目
使用

在各地发布的2018年度体
彩公益金筹集和使用情况公告
中，可以发现很多具有地方特色
的项目得到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在黑龙江，省级体育部门

使用的体彩公益金用于推进冰
雪后备人才基础性建设，共举
办全省青少年冬夏令营216期，
参与人数超过5万人；组织“百
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带动了
全省超过300万名中小学生参
与冰雪体育活动；雪地足球“三
级联赛”在全省铺开，参与学校
近2000所，直接参与人数超2万
人。

在广东，近四年来，每年
有1000万元体彩公益金用于
支持南粤古驿道大赛。如今，
该项赛事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与日俱增，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发展。透过南粤古驿道定向大
赛，可以看到体彩公益金在支
持体育赛事、全民健身、精准
扶贫、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众多
身影。此外，足球援疆项目也
得到体彩公益金的支持。2017
年，广东省体育局投入90万体
彩公益金支持足球援疆工作，

2018年的投入经费达到200万
元。利用体彩公益金，新疆疏
附县新修了两块七人制人造
草足球场，标准足球场从无到
有。

在重庆，2018年省级体彩
公益金资助了15个群众体育项
目，资助金额为1 . 26亿元，其中
包括举办谭中怡国际象棋挑战
赛250万元，重庆市第一届智力
运动会200万元，体育惠民“好
体育人行动”示范行动94万元
等。

在内蒙古，2018年体彩公
益金助力全区开展冬季群众冰
雪运动、沙漠那达慕、骆驼那达
慕等全民健身赛事活动2200余
项，参与人数达1300多万人次。

体彩公益金支持地方特色
体育项目的开展，进一步弘扬
了传统文化，使得百姓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于彤）

威海文旅市场集中整治已开始
持续到10月15日，上网和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不合理低价游都要打

本报威海 7月 1 8日讯 (记
者 连宁燕 ) 17日上午，威
海市文化和旅游市场整治行
动工作会议于抱海大酒店二
楼会议室召开。威海市定于7
月15日至10月15日开展文化
和旅游市场集中整治行动，坚
决打击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
和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
人、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引导
景区试点门票预约制，切实整
治文化和旅游市场乱象，提升
服务质量。

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说，为期三个月的文
旅市场集中整治行动重点包
括开展文化市场经营场所专
项整治行动、旅游市场专项整
治行动、文化和旅游领域服务
质量提升行动、文化和旅游行
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动等。

其中，在文化市场经营场
所专项整治行动中，将坚决打
击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和娱
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互
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未按要求

登记用户身份信息等违规行
为；严查涉及营业性演出和票
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净化演出
市场。对每一家歌舞娱乐场所
实施对照检查，清理含有禁止
内容的曲目；依法查处游艺娱
乐场所含有宣扬赌博等禁止
内容的违规机型机种，严防涉
赌问题。

在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中，严厉查处强迫游客购物
等行为。打击以不合理低价方
式组织旅游活动、安排购物获
取回扣，擅自指定或者变相指
定购物点，以及诱导欺骗、强
迫或者变相强迫游客购物等
违法行为。建立严重违法企业

“黑名单”制度，完善违法企业
信息共享机制。推广应用全国
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构建“互
联网+”旅游市场监管体系，切
实增强旅游市场秩序监管网
络检测水平和旅游投诉案件
受理转办效率。

在文化和旅游领域服务
质量提升行动中，完善A级旅

游景区复核和退出机制，严格
处理不符合标准的A级旅游景
区。健全流量控制机制，引导
建立重点A级旅游景区试点门
票预约制度，依法落实旅游景
区最大承载量核定要求，及时
发布客流预警信息，引导游客
合理安排出行，避免滞留拥
堵。

在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行动，文化市场
重点检查安全生产制度是否
健全、用电线路是否老化、消
防安全通道是否畅通、消防器
材是否完备可用、疏散通道标
志是否醒目、经营场所内是否
堆放易燃易爆危险品等；旅游
市场重点围绕旅行社、星级饭
店、A级景区等旅游企业开展
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会
要求相关单位立即进行整改，
对严重违规违法问题要坚决
查处，绝不手软。对整治行动
开展和案件查处不力、存在问
题较多的区市将予以通报。

环翠审计开展

公立医院干部离任审计

本报威海7月18日讯 (通
讯员 王艳红 辛苓菱 李
峰) 近日，环翠区审计局组
织开展公立医院领导干部离
任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组采
取大数据分析、跟踪审计调

查、走访座谈相结合的方法，
重点关注公立医院改革的政
策落实、医保基金的使用、医
疗药品器械采购管理、医疗
收费政策执行和重大事项决
策等方面的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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