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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体育强国 公益体彩在身边
没有全民健康袁 就没有全面

小康遥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野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冶遥 报告强调袁要
完善国民健康政策袁 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遥

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实
是袁在这些国家战略背后袁体育彩
票一直是默默的奉献者遥 大到国
家体育场尧国家游泳中心袁小到你
身边的健身公园尧 小区的健身路
径袁 来自体育彩票购彩者的爱心
积少成多袁 为推动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袁 支持全民健身和奥运争光
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遥

一句话袁体彩在身边袁公益看
得见遥

体彩公益金
打造家门口的健身场地
你知道野15分钟健身圈冶吗钥
家住天津河东区富民路的张

赫夫妇袁今年以来感受到野15 分
钟健身圈冶带来的便利遥在富民公
园袁 张赫说院野我俩每周末来这里
打羽毛球袁 爸妈每天早上都到这
里快步走袁新建的羽毛球场馆尧新
铺的有氧步道十分舒适袁 而且离

家近袁真是太方便了遥身边健身锻
炼的人越来越多遥 冶

所谓野15分钟健身圈冶袁是指
当地居民步行 15分钟左右袁就有
健身活动的设施袁 就能享受全民
健身服务遥 这是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袁 也是让
老百姓更有获得感的具体体现遥
张赫夫妇常来的富民体育公园
内袁 环绕着 6700平方米水系和
1000米环形智能健身有氧步道袁
造型美观尧 功能齐全的健身器材
有序分布于林木之间袁 笼式足球
场尧篮球场尧门球场尧轮滑场尧儿童
拓展区等体育功能区一应俱全遥
这些基础建设和设施升级袁 体彩
公益金都是重要的资金来源遥

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

下袁像富民公园尧北京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尧 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基础
设施工程尧 西藏体彩公园等大批
百姓看得见尧 用得到的健身设施
场地遍布神州大地袁 为大家打造
了属于自己的 野15分钟健身圈冶
和野私人订制健身房冶遥

除了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健身

路径袁 体育彩票还把健身器材送
到了田间地头遥 体彩公益金资助
建设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尧 健身
路径尧野雪炭工程冶等项目袁推动广
大农村和老尧少尧边尧穷地区体育
基本服务均等化袁 让更多群众参
与到全民健身当中来袁 感受体育
带来的健康和快乐袁 这正是体育
彩票一直以来倡导的 野让快乐和
美好发生冶的意义所在遥

广场舞健身操
体彩邀你“动起来”
野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

摆袁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呀最开
怀噎噎冶听到这样一段旋律袁你有
没有跟着广场舞舞者一起扭起
来钥

广场舞是全民健身的一种形

式袁参与人群众多袁深受广大百姓
喜爱遥 2016年 10月袁在央视体育
频道播出的一档别开生面的 叶谁
是舞王要要要中国广场舞民间争霸

赛曳节目袁在广场舞爱好者群体中
引起强烈反响遥 中国体育彩票不
仅为这档节目的开展提供了大力
支持袁 也为广场舞这样的全民健

身活动蓬勃开展助力许多遥
在各地袁 体育彩票支持举办

的全民健身活动及比赛几乎全年
不间断袁既有像广场舞尧足球尧篮
球尧乒乓球尧羽毛球尧登山等普及
率相当高的群众运动袁 也有像钓
鱼尧信鸽尧桥牌尧国际象棋等小众
的健身休闲活动遥 正是因为有了
体彩公益金的支持袁 群众体育赛
事和活动在各地生机勃勃袁 丰富
多彩袁 对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健
身健康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奥运赛场争金夺银
体彩也是幕后英雄
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往北袁

坐落着当代中国最具标志性的两
个建筑要要要野鸟巢冶和野水立方冶遥
2008年盛夏袁这里是举世瞩目的
中心遥 其实袁不只是野鸟巢冶野水立
方冶这样的奥运场馆袁还有更多的
体育中心和奥运健儿的光荣与梦
想袁 背后都有着体育彩票公益金
的大力支持遥以北京奥运会为例袁
从 2001年起袁财政部就从体彩公
益金中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北京奥
运会的建设和筹办遥 到 2008年袁

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有 27.5 亿元
用于北京奥运会的体育场馆建设
和赛事举办工作遥

支持奥运争光袁 不得不提后
备人才培养遥在重庆袁野体彩助训窑
春苗行动冶 被市民亲切称为体育
人才野孵化器冶遥 10年来袁已有上
千名优秀体育苗子受到资助遥 该
项目负责人表示袁 该活动的初衷
是为帮助更多优秀体育苗子袁为
重庆体育界培养更多如李雪芮尧
施廷懋一样的奥运冠军尧 世界冠
军遥而体彩公益金袁就是为这些小
树苗健康成长提供默默支持的重

要力量遥
从城市到乡村袁 从健身路径

到奥运赛场袁在神州大地袁体育彩
票一直与健康相伴袁与美好同行遥
未来袁在广大体育彩票购买者尧参
与者的支持下袁 体育彩票将一如
既往地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袁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贡献
力量浴

公益体彩袁乐善人生袁让我们
一起袁让快乐和美好发生遥

（关言）

带着初心经营体彩站点的

野80后冶 业主们在漳州体彩中心
的组织下袁 自发到泉州竞彩联盟
学习营销理念袁 他们深入研究竞
彩市场在未来公益体彩事业中的

重要性袁组建了漳州竞彩联盟遥联
盟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漳州竞彩从

此步入正轨袁 还带动了地区竞彩
销量突飞猛进袁 打造出全国知名
的竞彩达人袁 如漳浦 33301站点
的野泉师傅冶袁他也是该联盟会长遥

据漳州 33202站点业主 野强
师父冶介绍袁目前参与连线推荐的
有 11位成员袁他们都是年轻有为

的体彩站点业主袁 都想依靠联盟
积极利用各种推荐平台袁 如福建
经济广播电台等袁 营宣漳州竞彩
联盟袁 提升竞彩在受众中的曝光
率袁 最终让竞彩走进人们的日常
生活遥为打开知名度袁推广体彩竞
彩品牌袁 业主们都积极参与了福

建电视台 TV8 等媒体
平台的竞彩推荐袁联盟
成立以来袁他们不断向
优秀团队学习 遥 2013
年袁为让更多渠道宣传
联盟袁提升竞彩在漳州
的形象与品牌袁联盟成
员加入福建体彩网竞
彩 2串 1实票擂台赛袁
而且表现不错袁经常上
演擂主卫冕的好戏袁这
就是团队的力量与智
慧遥

如今袁竞彩计划单
在每个联盟都很流行袁
联盟对针对不同级别
的竞彩彩友打造不同
的跟单套餐袁供漳州竞

彩网点学习袁 同心协力把竞彩市
场做大做强遥 为落实国家体彩中
心的新理念袁 他们的计划单推荐
赔付指数多在 2.0左右袁以 2串 1
混合过关为主袁从小倍投跟起袁让
彩友不仅收获竞彩乐趣袁 还有实
实在在的收益遥 通过走访各联盟
成员站点发现袁 有了联盟团队的
平台袁 大家经常在微信朋友圈等
共享平台分享营销点子尧 每日心
得尧业绩成果等袁这不仅可以让大

家相互学习尧共同探讨袁还以可深
入研究竞彩销售渠道尧 技能技巧
等遥比如野泉师傅冶名声在外时袁原
本取名野光头强冶的漳州 33202站
业主改名为野强师父冶袁他说袁能不
能打响名气袁 称呼的唯一性非常
重要遥 一个个成功案例极大地鼓
舞着体彩业主袁 大家每天都以饱
满的状态迎接彩友袁 迎接充满希
望的公益体彩事业遥

（陈珍）

漫画 王青

漳州竞彩联盟部分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