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概况

项目名称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支出

基础信息

部门名称 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部门负责人 0871-64591677

部门财务负责人 施卫琼 联系电话 0871-64591677 电子邮箱

部门性质
自收自支事业单
位

单位地址
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时代风
华二期多层13栋

单位邮编 650118

（一）部门职能（职
责）简介

职能一 负责中国体育彩票在云南省的承销和管理；制定本行政区域体育彩票销售管理办法和工作规范。

职能二
向彩票发行机构提出停止彩票品种或者变更彩票品种审批事项的建议；负责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要求，组织全省体育彩票发行销
售及管理工作。

职能三
负责本行政区域体育彩票销售系统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负责实施本行政区体育彩票的销售系统数据管理、资金归集结算、销售渠道和场所规划
、物流管理、开奖兑奖；负责组织实施云南省体育彩票的形象建设、彩票代销、营销宣传、业务培训、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

（二）事业发展规划

行业发展规划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秉承“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发行宗旨、坚守“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公益理念，“公开、公平、公正”的发行原则，为积极
传递社会正能量作出贡献。为了加快体育事业的发展，弥补体育事业经费的不足，为全民健身、奥运争光和办好大赛筹集资金。为彩票长远发展
之道，积极塑造公益、责任、健康的品牌形象，传递向上向善的文化理念。秉承“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发行宗旨，坚守“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公益理念，大力弘扬“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神，展示“公益、健康、乐活、进取”的品牌核心价值，为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作出
贡献，给了彩民朋友一个经得起推敲的交代。

部门发展规划

一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体育彩票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稳中求进，夯实基础，坚持科学发展，依法
治彩，以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国家公益彩票”为发展目标。
二是 以“乐选”和超级大乐透派奖促销为抓手，做好宣传推广，持续强化各项基础工作，提升游戏销量和品牌形象。高频游戏围绕“五个有”，
抓好高频网点专区建设、驻点培训和辅导、零销量低销量网点整治三项重点工作，确保11选5的日常基础和营销工作不放松，市场基础不断夯实。
超级大乐透狠抓网点“五个一”，工作质量不断提升，品牌认知持续提高，购彩人群进一步扩大。
三是 进一步加强中心内控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心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全省体育彩票销售和资金使用各个环节规范运行，提高全省体育彩票系
统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水平。

（三）部门绩效目标

部门绩效目标一
健全体育彩票管理机制，加大体育彩票品种及公益金使用项目的宣传力度和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管理力度，加快体育事业的发展，弥补体育事业
比费的不足，为全民健身、奥运争光和办好大赛筹集资金。

部门绩效目标二
继续适应彩票市场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继续深化对市场、渠道、机制、人才等各方面的管理建设，积极探索体育彩票销售新的增长
点，推动我省体育彩票管理工作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树立了体育彩票公益形象及建立了公信品牌，提高体育彩票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美誉
度和公信力。

部门绩效目标三
预算配置科学：预算编制科学；基本支出足额保障；确保重点支出安排；严控“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执行有效：严格预算执行；严控结转结
余；项目组织良好；“三公经费”节支增效。预算管理规范：管理制度健全；信息公开及时完整；资产管理使用规范有效。



（四）部门收支情况

部门预算批复收支情况

(1)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17年部门预算的批复》（云财综〔2017〕10号）文件，中心2017年度财务总收入
12,187.00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10,732.00万元，其他收入1,455.00万元。批复中心支出预算总额为12,187.00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10,732.00万元，其他收入安排的支出1,455.00万元。其中“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5,387.00万元，“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
费项目支出”6,800.00万元。）
（2）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2016年省级财政政府性基金授权支付结余资金的批复》（云财综〔2017〕20号）文件，批复的2016年财政政府性基
金授权支付结余资金3,249.55万元；其中“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680.57万元，“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2,568.98万
元。
（3）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体育彩票销售业务费的通知》（云财综〔2017〕28号）文件，下达中心2017年体育彩票销售业务费460.00万
元，调增预算460.00万元，460万元均为“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综上，中心2017年“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支出”预算批复收支总额为15,896.55万元。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为了全面反映我中心我的支出情况,以全口径进行分析，全口径包含了2015年度结余结转资金及2016年度预算安排资金
（2,759.11万元），中心2017年“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支出”支出预算为18,655.66万元，实际支出13,853.16万元，执行率74.25%。(为与预
算口径一致，实际支出数取决算报表中“229080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及“22999 其他支出”两个项目的支出数。）其中，“体育
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4,564.76万元，“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9,288.40万元。
影响支出预算未完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他支出预算执行率较低，为28.95%，其他支出主要用于弥补年度预算中不足经费，2017年项目经费基本可满足业务开展需求，未时行大量弥
补导致执行率较低。
(2）根据《云南省审计厅关于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16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有关问题整改的通知》文件，指出我中心购进
体育器材和促销品等存货时直接列支，未作存货核算，责成我中心按照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调整相关账务处理。根据以上通
知，我中心进行了整改，将购入宣传促销物资入库存材料核算，实际发出后才可列支导致执行率较低。
（3）其余项目支出中的网点销售基础保障的“热敏纸”也存在存货的影响以及项目经费常规结转等原因。



项目支出概况

基础信息

项目分管处室（单
位）

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项目分管处室（单
位）负责人

张云龙 联系电话 0871-64591066 电子邮箱

（一）项目基本
情况

起始时间 2017年1月1日 截止时间 2017年12月31日

预算安排资金（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中央财政 0.00 中央财政 0.00

省级财政 14,441.55 省级财政 14,326.28

下级配套 0.00 下级配套 0.00

部门自筹及其他 1,455.00 部门自筹及其他 1,168.64

（二）项目支出
明细

支出内容 预算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基本支出 6,067.57 4,564.76

项目支出 9,828.98 9,288.40

（三）项目管理

1.项目实施主体 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保障措施
按照省财政厅相关批示精神，严格规范预算管理，硬化预算约束，建立健全公务支出管理制度体系，明确界定公用经费的开支范围及标准，严控一般性支出和“三
公经费”。对已按规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和程序实施采购。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金额、科目、用途执行，严格按国家政策严格
执行批复的预算，结合年度工作任务，科学合理安排支出，严格按照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执行年度预算。

3.资金安排程序

根据省财政厅预算批复文件，中心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金额、科目、用途执行；按规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严格按照采购有关规定和程序实施。严格按照先
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执行批复的预算，结合年度工作任务，科学合理安排支出，不擅自调整、混用预算科目和预算项目，确保专款专用。严禁先支后
报，严禁无预算和超预算的支出行为。根据省财政厅下达的预算控制数，中心进行预算分解；根据各部室上报的预算及年度工作计划，将省财政厅下达的预算指标
分解、细化，形成各部门的预算指标批复下达至各部室，各部室根据年度工作计划，执行年度预算。



（三）项目管理
4.资金安排标准或

依据

    对于销售机构业务费用的开支标准及范围，在国家颁布的《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彩票机构财务管理办法》、《彩票机构财务管理
细则》、《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彩票机构会计制度》中均有明确规定。同时，中心预算资金的安排、标准或依据严格按照《云南省省级彩票销售机构预算管理
暂行办法》（云财综〔2016〕36号）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启用新的公用经费定额标准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财预〔2014〕451号）文件规定执行。   
   体彩中心严格按照国家预算管理制度要求及费用标准编制年度预算，基本支出中人员支出均按人社厅和财政厅批复执行，基本支出中公用支出按中心人员定额
并结合以前年度使用情况测算，业务支出详细参照以前年度使用情况及2017年中心工作计划测算，拟定《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17年财务收支预算说明》并上
报省财政厅综合处，在该说明中我中心明确说明收入测算依据，制定了2017年工作思路机年度重点工作，阐述了2017年重点工作实施方案及资金保障计划，对资金
使用进行了详细说明。彩票发行费及公益金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本着增收节支、节能增效的原则，体彩中心严格按照国家预算管理制度要求及费用标准编制年度预算，经多方论证并上报省财政厅、省体育局等部门批准后执
行。结合近年体育彩票发行情况及发行趋势，经中心主任会议讨论，为保证2017年彩票销售达74.09亿元的目标，筹集公益金19.95亿元的预订目标，制定了年度工
作计划，同意按财务部门汇总编制的2017年度财务预算上报财政主管部门审定。   由于国家彩票发行的特殊性，彩票销售是具有市场行为的，为扩大彩票发行的
受众面，提高彩票销量，筹集更多的社会公益金，彩票销售机构必然要进行各类广告宣传、市场营销推广、市场调研等一系列企业化市场行为；而广告宣传、市场
营销推广、市场调研又是随着彩票发行市场的不断变化而发展，这就导致了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不能完全按照行政事业单位的标准进行核算，必须考虑彩票
市场化发行的特殊性，参考企业市场化经营管理的模式，制定出符合彩票销售机构发行业务实际情况的年度预算。

5.财务管理

   随着国家《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彩票机构财务管理办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彩票机构会计制度》等一系列规定的颁布实施，我中心也一直致力于建设有效的内控管理体系，2017年中心启动内控建设工作，已初步形成《云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内部控制手册》。同时，为加强预算资金使用管理，保障财务安全，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结合现行的有关规定及中心实际情况，中心重新修
订了《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收支管理制度》、《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采购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
度，起草了《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预算管理制度》等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防范资金风险，确保国家资金的安全，实行了电脑体育彩票预交款制度，全省各网点通过银行柜台、卡折转帐、电话银行等方式向中心专
户缴存资金获取销售额度，通过银行、电信网络与省中心机房连接，销售数据实时传输，网点需先交款才能售票，杜绝了网点拖欠彩票款的现象。银行每天将所归
集的资金及时转入省中心专户，中心相关部门将每日额度下发数提取后与财务部预存款归集户缴款数据进行核对，保证资金及时、准确、安全到帐。中心设有18个
即开型彩票管理仓库，每个仓库由专人负责保管，定期盘点，年底由审计人员、财务人员进行监督盘点，保证库存彩票帐实相符。    
   中心制定了货币资金业务的岗位责任制度，确保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建立了严格的授权批准制度，明确审批人、经办人的
职责范围；对于重要货币资金支付业务，实行集体讨论审批制度。财务部门加强银行账户的管理及货币资金库存限额的管理，严格按照规定开立账户，办理存款、
取款和结算，严禁擅自挪用、借出货币资金。财务部门每月至少核对一次银行账户流水，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库存现金盘点，发现不
符，及时查明原因，做出处理。严格执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提高公务卡使用效率，减少现金使用量。    为进一步加强体育彩票兑奖资金风险防范，省中心制定了
相应的《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奖管理暂行办法》、《兑奖工作流程》，设置兑奖岗，兑奖经办人、复核人负责把关，并将每天的兑奖情况汇总登记与中心机
房数据库进行核对无误后开具支票与银行结算。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情况说明

1.项目绩效指标
完成分析

指标类型 项目绩效指标名称

申报项目确定的预期绩效指标

完成率 完成质量绩效标准 指标值
（项目
绩效目
标预计

上年绩效
指标完成
情况

执行完毕绩效
指标优 良 中 差

产出指标 销售指标 74.09亿元 70亿元 65亿元 60亿元 良以上 优 优 102.55% 优
彩票销售任务完成率  =（实际销售金额/计划销售金额）
×100%；                      
 完成率 =(75.98/74.09)*100% =102.55%

产出指标 渠道建设指标 8110个 7900个 7600个 7200个 良以上 中 中 93.49% 中
渠道建设指标完成率  =（实际完成渠道建设数量/预计建设
数量）×100%；    完成率 =(7582/8110)*100% =93.49%。

效益指标 筹集公益金指标 19.95亿元 18亿元 15亿元 12亿元 良以上 优 优 103.91% 优
筹集公益金任务完成率  =（实际筹集公益金/计划筹集公益
金）×100%
完成率 =(20.73/19.95)*100% =103.91%

效益指标 上缴税收指标 6500万元 6000万元 5500万元 5000万元 良以上 优 优 196.92% 优
上缴税收指标完成率  =（实际上缴税收金额/计划缴税收金
额）×100%；      
 完成率 =(12800/6500)*100% =196.92%。

满意度指标 市场份额指标 48-51% 44-48% 40-44% 40%以下 良以上 优 优 102.16% 优
市场份额指标完成率  =（实际市场份额占有率/计划市场份
额占有率）×100%；
完成率 =(49%/50.06%)*100% =102.16%。

2.项目成本性分
析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
改进措施

有。通过加强财务管理、加强内部管理、严格预算支出、从源头把好经费使用关，严格执行简化接待、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严肃纪律措施，节支增效。同时，随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部分网点已在采用电子渠道进行选号，减少网点
投注单的印制及使用；另外，彩票销售网点上未中奖或已兑奖彩票作为废纸回收、循环利用，减少了纸张的使用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
机制

有。针对中心在资金归集、资金分配、资金使用和管理各环节的工作节点，以及中心经济活动业务层面可能面临的风险采取了一系列内控措施，制定了《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收支管理制度》、《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固定资产
管理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采购管理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预算管理制度》《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务接待管理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差旅费管理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经济
合同管理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培训费管理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会议费管理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业务培训费管理办法》、《云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中大奖销售网点宣传营销暂行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奖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完善了财务报销事前审批环节，推进财务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严格财务审批制度，规范项目经费的使用管理，严格控制会
议规模，严格遵守廉洁从政规定,进一步控制差旅、水电等一般性公用支出，降低单位运行成本。资金归集，包含节点：销售过程、收款过程、资金保管、缴款；资金分配，包含节点：业务费分配、奖金（调节基金、奖池资金、兑奖）
、公益金；资金使用和管理，包含节点：中心经济活动业务层面的风险（财务收支计划管理、收支管理、采购管理、货币资金管理、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合同管理、会计电算化控制、销售设备保证金归集、设备
发放及设备保险理赔等）、公益金、奖金。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
量管理管理水平

已达到，项目工作都有具体的负责部门并按标准的质量管理水平开展实施。

3.项目效率性分
析

完成的及时性 各项工作正常有效开展，项目完成及时。

验收的有效性 严格审查编制方案和执行政府采购程序，验收入库、部门领取、设备顺利投入使用，验收有效。

4.部门绩效目标
实现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
绩效目标的实现

是。项目经费保障中心正常运转，促进了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更好的履行部门职能职责，完成彩票销售任务目标；加快体育事业的发展，弥补体育事业比费的不足，为全民健身、奥运争光和办好大赛筹集了资金等。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
政策的适应性

与《体育彩票发展“十三五”规划》、《体育总局彩票中心关于印发体育彩票发展“十三五”专项规划的通知》、《云南省体育彩票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相符，项目绩效适应于规划和宏观政策。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
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项目绩效充分体现了部门职能职责，并按年度计划实施开展结束，项目保障部门运转正常，运行高速，保障彩票销售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了年度任务目标的实现。

自评结论
2017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89分，等级为“良好”。中心根据省体育局、总局体彩中心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围绕年初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安排的工作要点，贯彻落实全省体育工作会议既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体育彩票销售完成计划
任务数，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完成计划任务数；在资金管理方面严格控制成本，公用经费控制率、发行费用控制率均完成预设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一）部门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情况 中心设战略管理与人力资源部，对中心各项目进行管理和考核，从业务、财务、绩效等不同角度，对项目实施进行监督和考核。

（二）部门绩效管理推进情况及措施

1.根据《云南省省级彩票销售机构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在预算编制时，我中心已建立事前绩效目标编制工作，构建事中绩效跟踪和
绩效评价人员及机制。为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中心根据确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对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跟踪
和绩效自评。项目自评绩效由业务部门开展项目工作后，组织部门人员开展项目情况的绩效评价，战略管理与人力资源部协助；单位整体绩效由
财务部填报，战略管理与人力资源部及相关部门提供佐证材料和依据。
2.日常管理工作中，中心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本中心实施项目绩效目标的如期实现，对偏离绩效目标、预期无效项目及时提出纠正或调整意见。

（三）未完成的项目绩效目标及其原因分析

除渠道建设指标外其他的已达到预设项目绩效目标。渠道建设未达到的原因分析：
1.市场饱和，因增点时网点距离要求限制增点数量。
2.经济环境因素导致网点经营不好存在退点的情况，2017年共退点53个。
3.原计划在各州市、县发展即开户外销售网点，但由于各地区城管管理日趋严格，导致原计划的户外销售网点未能达成。
4.原计划2017年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开展全省范围内的合作，但在曲靖做试点开通146个农村淘宝网点即开销售后，由于阿里巴巴内部管理及计划
调整，后续其它州市农村淘宝网点即开销售暂时未开通。
5.在2017年竞猜渠道建设中，因在下半年9月开始下调竞彩游戏玩法佣金为8%。竞彩标准店装修标准较高且不能销售福彩，使想申请报名开设竞彩
标准店的业主对开设后的经营成本有所顾虑。

（四）下一步改进工
作的意见及建议

1.管理经验

1.为了确保资金使用效率，拟使用财政项目资金的事项做到事前规划统筹、严格制定预算，在资金下达之前做好项目立项、论证等准备工作，根
据资金使用计划，按照轻重缓急统筹使用资金，以便在财政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预算进度。
2.严格执行《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彩票机构财务管理办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彩票机
构会计制度》等规章制度，设置专人并专账管理专项资金，力求专款专用、按资金用途规范使用资金，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切实发挥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
3.为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保障财务安全，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结合中心实际情况及市场变化，重新修订《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收
支管理制度》、《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采购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

2.项目绩效目标修正建
议

无

3.需改进的问题及措施

1.健全绩效考核组织体系。
2.项目预算，做到事前计划、事中控制及监督、事后分析及考核。
3.建立健全项目及部门内部控制制度，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4.建立项目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机制，明确项目主体责任，健全管理体系，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项目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一）部门预算绩效评价
工作组机构及有关专家等

人员构成

评价组机构职位 姓名 职务/职称 所属单位/处室

组长 张云龙 中心主任 省体彩中心

副组长 周  帅 中心副主任 省体彩中心

组员 施卫琼 财务部主任 财务部

组员 丁维铁 会计主管 财务部

组员 尹仕香 预算会计 财务部

（二）绩效自评的目的

通过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管理情况、项目绩效目标及自我完成情况的衡量，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
了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及时
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加强绩效管理水平，完善工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
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三）自评组织过程

1.前期准备情况

2017年2月，在收到财政厅批复给中心预算文件时，财务部门着手绩效自评准备工作。
2017年4月，依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2017年度预算绩效自评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财
预[2018]64号）文件要求，具体由财务部门牵头，其他部门配合，开展2017年度绩效评
价工作。

2.组织实施情况

2017年4月，财务部门开始确定评价对象，拟定评价计划，并根据评价计划拟定组织实
施的自评人员和评价指标体系等，对绩效目标的设立是否科学、年度整体预算执行是否
有效、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支出资金效益是否明显等内容开始实施自评。于2018年4月
28日，完成自评工作。

报告填写人 尹仕香 评价工作负责人 张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