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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是“⼗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

湖州争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先⾏省排头兵起步之年。这⼀年⾥，湖州体彩在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和市体育局的正确领导以及全市体彩⼈的共同努⼒下，紧紧围绕

“建设负责、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作⽬标，扎实做好各

项⼯作，切实履⾏职责使命。全年累计销售体育彩票13 .66亿元，同⽐增幅

38.97%，市场份额达67.91%，为湖州筹集公益⾦1亿多元，取得了销售市场份

额以及销售增幅双双位列全省第⼆的优异成绩，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和建设体育

强市发挥了重要作⽤。

持续抗击疫情，筑起坚实防线

这⼀年⾥，湖州体彩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部⻔关于持续做好疫情防控⼯作

的部署要求，成⽴疫情防控⼯作专班，多次召开疫情防控⼯作会议，紧密结合体

彩发⾏⼯作实际，向各区县管理站下发通知安排部署疫情防控⼯作，压实疫情防

控责任。通过积极动员从业⼈员“应接尽接”、“应快尽快”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在钉钉系统发布核查任务、每⽇核查销售⼈员的健康码、不定期核查⾏程码以及

疫苗接种情况，全⾯掌握从业⼈员的健康状况；通过落实好防疫物资采购、⼈员

⼝罩佩戴、实体店场所消杀、健康监控等⼀系列措施，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实防

线。为确保疫情防控到位，体彩中⼼主要负责⼈多次带领管理⼈员赴实体店检查

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爱⼼助学⾏善，展现责任担当

这⼀年⾥，湖州体彩坚持把“关爱贫困学⼦，助⼒健康成⻓”当作重要的使

命与责任，以实际⾏动⾃觉践⾏“公益体彩，乐善⼈⽣”的理念，牵头全市体彩

实体店，与各区县低收⼊家庭⼩学⽣结对助学，定期发放助学⾦和爱⼼午餐费，

赠送⽣活学习⽤品，帮助他们实现微⼼愿；积极开展“希望⼯程·圆梦⾏动”，出

资数万元帮助家庭困难的中专⽣、⼤学⽣顺利完成学业。继2009年以来，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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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3年开展爱⼼助学公益活动，累计结对300多名低收⼊家庭的贫困学⽣，受到

社会各界的⼀致好评。

这⼀年⾥，湖州体彩多次赴结对社区⾛访慰问困难家庭，为他们送去⽶、油

等⽣活⽤品；慰问⽹球中⼼孤⼉运动员，定期为他们送去体育健身器材、⾐物、

棉被等学习⽣活⽤品；在全市200多家体彩实体店内设⽴“体彩爱⼼驿站”， 配备

⾎压仪、冰箱、微波炉、⾬伞、医药箱等便⺠设施，为环卫⼯⼈、快递⼈员、送

外卖⼈员、交警辅警等户外⼯作者提供临时休息、阅读学习、饮⽔供应、加热饭

菜、⼿机充电、⾎压测量、药品急救、上洗⼿间等免费便⺠服务项⽬，让户外⼯

作者感受到了来⾃体彩的关爱和温暖。

开展⽂体活动，推动全⺠健身

这⼀年⾥，湖州体彩坚持“体育彩票与全⺠健身同⾏”的宗旨，致⼒于推动

全⺠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从“2021新年登⾼健身⼤会”，到⺠间棋王⾛进街头巷

尾的体彩实体店；从以“体彩杯”冠名各类⽂体活动，到鼎⼒⽀持体育场馆和全

⺠健身路径建设、满⾜百姓群众“就地锻炼、就近锻炼”的健身需求；从慰问体育

运动学校⻘少年运动员，到组织⼒量为各项群众性体育赛事提供贴⼼服务等，湖

州体彩为助⼒体育事业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发挥了积极作⽤。

2021年，对于湖州体彩⼈来说，责任彩票建设的步伐，每⼀刻都不曾松

懈；2022年，湖州体彩将紧紧围绕“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

公益彩票”的发展⽬标，牢记使命、砥砺前⾏，谱写新时代体彩⾼质量发展新篇

章。



中国体育彩票的发⾏宗旨是“来之于⺠、⽤之于⺠”。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务院特许发⾏、销售的国家公益彩票，所筹集的公益⾦被⼴泛⽤于社

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从诞⽣伊始到发展壮⼤，从发⾏销售到公益⾦使⽤，中国体育彩票始

终秉承责任担当，助⼒国家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

中国体育彩票将勇担对国家、对社会、对购彩者、对队伍的责任，努⼒实现“建设负责

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发展⽬标。

“责任、诚信、团结、创新”是中国体育彩票的精神，是体彩⼈的核⼼价值观，是体彩管理

哲学和⾏为规范的核⼼理念，是体彩⼈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也是展示体育彩票形象、引领

体育彩票事业发展的⼀⾯旗帜。

经历了多年的发展积淀，中国体育彩票在“公益体彩乐善⼈⽣”的品牌理念指导下，形成了

公益、健康、乐活、进取的良好形象。

中国体育彩票品牌标志由五种颜⾊,取⾃奥林匹克五

环颜⾊，寓意体育特⾊;五个平⾏四边形围成⼀个中⼼，

寓意中国体育彩票同仁团结⼀⼼，为社会筹集公益⾦，

为购彩者创造健康快乐的⽣活体验;整体标志像⼀个滚动

向前的⻋轮，代表着中国体育彩票事业持续进取、不断

创新，为社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湖州市体育彩票中⼼成⽴于1996年12⽉，是湖州市体育局下属的科级事业单位，是中国

体育彩票在湖州地区销售的管理职能部⻔。⾃1997年国庆节销售第⼀张体育彩票开始，湖州

市体彩事业在各级领导的关⼼和重视下，在⼴⼤彩⺠的热情⽀持下，销售业绩⼀年迈上⼀个新

台阶，年销售额已突破⼗亿元。截⾄2021年底，累计销售体育彩票超106.105亿元。

在全体体彩同仁的共同努⼒下，经过⼆⼗多年的磨砺，湖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现已初具

规模，先后获得了省级“⽂明单位”、省级“⼱帼⽂明岗”等荣誉称号，年年顺利通过国家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复审。

湖州体彩的公益⾦极⼤地推动了湖州市体育事业的发展，仅2021年就为家乡湖州筹集了

1亿元⽤于家乡体育场馆的建设和各类体育赛事的举办。⽬前，湖州市城市社区体育健身设施

覆盖率达100%，建成绿道约990公⾥、社区多功能运动场9400个、⾜球场280个、拆装式游

泳池76个。⾄2021年，全市⼈均体育场地⾯积3.02平⽅⽶，位居全省第⼀，极⼤地满⾜了群

众健身娱乐的需求。同时，湖州体彩也努⼒践⾏服务社会的公益宗旨，积极开展各项扶贫帮

困、结对助学的公益活动，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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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宗旨

发展⽬标

体彩精神

体彩理念

体彩标志

关于湖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组织结构框架



⻓兴新四军遗址群主题
党⽇活动

⽹点慰问及标准化建设检查

慰问贫困⼩学⽣

竞彩精细化运营培训

家园志愿者⼴场活动

收看中共成⽴100周年⼤会

迎新健步⾛活动

新市中出⼤乐透9911万元⼤奖

安吉⽣态运动会 加强疫情防控检查

发放防疫物资和安全⽣产检查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2021湖州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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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落实责任担当



6⽉10⽇上午，湖州市体彩管理中⼼派出10⼈的代表队赴台州三⻔⾰命⽼区亭旁镇，参加

由省中⼼组织开展的体彩系统红⾊运动会，⽤体彩⼈的激情迎庆建党百年。

6⽉，在市体育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会上，中⼼党员代表王荷君上台作了“我是党员

我⾃豪”的主题演讲，表达了⼀名基层党员永葆共产党员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

⽴志扎根体彩，坚守岗位，提升服务⽔平，为体育事业、体彩事业发展贡献⾃⼰的⼀份⼒量。

湖州体育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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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党建活动

7⽉2⽇，⽀部组织全体党员参观“庆祝建党百年——共建清廉湖州”清廉⽂化主题书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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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初开始，中⼼陈海锋主任带着竞猜负责⼈在各个县区开展“竞彩实体店⼀对⼀帮

扶”驻点活动检查。

强化组织保障

湖州体育彩票
社会责任报告2021

为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会上的讲话精神，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深⾛实，8⽉24⽇下午，湖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以⽀部主题党⽇活动形式，组

织全体党员赴湖州市全⺠健身中⼼参观“湖州市体育⽂化实践基地”。

湖州市体育⽂化实践基地以红⾊基因、红⾊体育、体育⾜印三⼤版块为脉络，不仅呈现了

湖州历史上第⼀个地⽅党组织——中共湖州⽀部在城区第⼀初级⼩学（原址位于今湖州市全⺠

健身中⼼）建⽴的历史背景，还详细展示了湖州体育从1949到2021年的发展史。

活动最后，全体党员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藏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家纷纷表示，此次主题党⽇活动形式直观⽣动、开展得很有意义，将从湖州体育百年发

展历程中汲取知识和⼒量，珍惜和铭记⾰命先辈们留下的精神财富，继承优良传统和作⻛，坚

定不移地将红⾊精神和体育精神代代相传，为湖州体育事业、体彩事业发展贡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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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州市体彩管理中⼼新冠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要求，德清县⽂⼴旅体局分管体彩⼯作的

沈国松副局⻓带队，前往辖区各体彩⽹点进⾏各项防疫⼯作检查，重点排查体彩销售⼈员疫苗

接种的情况。

12⽉13⽇，根据湖州市新冠疫情37号⽂件要求，中⼼陈海锋主任带队下基层县区体彩⽹

点，检查各⽹点内防疫情况，从严落实消毒及进店彩⺠⾏程及体温查询。



业务工作
推进高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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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实际显著

3⽉下旬，体彩“好运弈棋来”2021年⺠间棋王争霸赛在湖州启动，湖州市体彩

管理中⼼联合市棋类协会，通过在全市体彩实体店内宣传造势并打造“棋王对弈⻆”

来⿎励、吸引⼴⼤象棋爱好者、购彩者来店内参与象棋⽐赛。4⽉6⽇开始，棋王海

选活动在全市各县区体彩⻔店全⾯铺开（图为⻓兴赛区第⼀场在3305046518实体

店开战）。各实体店通过⼿机⼩程序上传⽐赛成绩，预计将在⽉底产⽣地区级优胜

棋⼿上报省中⼼。



4⽉21⽇-22⽇，浙江省体彩管理中⼼技术部李勤炜部⻓率领兄弟地市技术⼈员和终端⼚

商维护站⼯程师⼀⾏9⼈来湖州体彩管理中⼼，开展2021年⼀季度体彩终端设备维护维修管

理检查及技术⼈员、专管员技术考核，现场除了对专管员终端机拆装及故障排除进⾏测试外

还对技术⼈员进⾏了UMP、MAT系统实际操作的抽查，所有抽查成绩将进⼊年终考核分数。

湖州体育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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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下午，⾈⼭体彩管理中⼼夏仕杰

主任⼀⾏来湖州开展体彩⼯作交流学习，通

过座谈、实体店考察等形式，双⽅就⾼频玩

法退市后如何抓住竞彩销售创体彩销量新热

点问题进⾏了探讨。

4⽉13⽇下午，台州体彩管理中⼼卢

⾦韬主任⼀⾏来湖州开展体彩⼯作交流学

习，新上任主持⼯作的陈海锋主任全程陪

同，双⽅通过座谈、⾛访实体店等形式，

就⾼频玩法退市后如何抓住竞彩销售创体

彩销量新热点，如何拓展体彩销售渠道等

问题进⾏了交流探讨。

地市交流学习

5⽉18⽇，陈海锋主任、徐芳副主任带领业务科室负责⼈前往南浔相关竞彩⽹点,检查了解

欧洲杯活动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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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春⽆敌，法国兵强⻢壮，德国厉兵袜⻢，意⼤利悄然改变，葡萄⽛步⼊崛

起，荷兰⾛向复兴，⻄班⽛等待变⾰，⽐利时正值⻩⾦年华……北京时间6⽉12⽇凌晨,迟来

⼀年的欧洲杯拉开帷幕，全世界范围内的球迷势必为这场豪⻔盛宴陷⼊疯狂。欧洲杯，浓

缩精彩，释放激情；欧洲杯，是⾜球迷情怀与记忆的堡垒，让⼈如痴如醉。6⽉12-13⽇，

看欧洲杯赛事争做竞彩达⼈-安吉站，在湖州市安吉⻰⼭体育中⼼举⾏。湖州⼈⺠也加⼊了

这场豪⻔盛宴!

活动丰富多元
5⽉30⽇，我市⾸家商业综合体体彩直营及形象展示店亮相银泰城，这对全市推⼴体彩品

牌、扩⼤购彩群体等⽅⾯进⼊崭新平台。



互动游戏区: 能量单⻋、发光

翅膀、挑战10秒、临⻔⼀脚、三

维针雕、弹珠迷宫，受到了年轻

⼈的热捧。抽奖环节更是将现场

⽓氛推向⾼潮。⽆叶⻛扇、蓝⽛

⽿机、公筷、公仔、⽑⼱等丰富

多彩的礼品被依次抽中，幸运的

市⺠满载⽽归。

公益展示⼤屏前，⼀边播放着公益知

识，⼀边听⼯作⼈员讲解。许多市⺠在了

解了体彩公益知识后都表示以前也是知道

买彩票是做公益，献爱⼼，但是具体⽤在

了哪些地⽅⼀直不清楚，今天算是了解到

了，原来体彩公益⾦早就进⼊了我们的⽣活。

为了⽅便现场的市⺠朋友们体验中国

体育彩票的魅⼒，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彩票

体验专区，⼤乐透、竞彩、顶呱刮即开票

等玩法⼀应俱全。

据悉,本次湖州体彩欧洲杯系

列嘉年华活动正在⽕热进⾏中，本

⽉16-19⽇在湖州市奥体中⼼将举

办看欧洲杯赛事争做竞彩达⼈(湖

州站）活动，现场不仅有超⼤屏直

播看欧洲杯，还有丰富的互动游戏

和精美的体彩礼品。体彩嘉年华活

动在丰富市⺠业余⽣活的同时，让

更多⼈⾛进体彩、了解体彩公益和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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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凌晨，意⼤利队以⼀场酣畅淋漓的3:0拉开了欧洲杯的序幕，为迎接欧洲

杯，湖州体彩也开展了现场观球赛、吃美⻝喝啤酒、游戏互动、送礼物等地推活动。



6⽉23⽇下午，⻓兴县⽂⼴旅体局陈新国副局⻓组织体育科、体彩管理站召开

体育彩票⼯作会议，重点布置做好欧洲杯期间体彩宣传和安全销售保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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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晚上，湖州市体彩管理中⼼在奥体中⼼综合楼开展“看欧洲杯赛事争当竞彩达⼈”

地推宣传活动。



责任彩票
夯实保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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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员培训

根据浙江省体彩管理中⼼的统⼀部署，3⽉29⽇⾄31⽇湖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在全市下

属各县区分头召开体彩超级⼤乐透10亿⼤派奖活动的培训会，向各体彩实体店业主宣讲此次派

送活动的背景和⽬标，介绍派送具体规则，落实重点⼯作，以稳定⾼频退市后的彩票市场，提

振彩⺠信⼼，实现销量新的提升。

3⽉22⽇，⻓兴县⽂⼴旅体局陈新国副局⻓召集⻓兴体彩管理站全体专管员召开⼯作会

议，确定2021年度⻓兴体育彩票销售和管理⼯作⽬标，制定⼯作计划，并商讨⾯对⾼频游戏

退市的严峻形势，如何加强市场培育，提升销量。

1⽉21⽇，吴兴区体彩管理站开展新年第⼀轮新增⽹点、新增销售员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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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市场监管

7⽉1⽇下午，湖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周斌、体彩中⼼陈海锋主任赴德清体彩⽹点，就欧洲

杯销售安全和销量情况开展实地检查、调研。

4⽉19⽇下午，陈海锋主任率领新上任的徐芳副主任和业务科室负责⼈、吴兴区管理站副

站⻓⼀⾏前往吾悦⼴场相关店铺，现场勘察⼀类渠道店的新增情况。

7⽉26⽇，台⻛“烟花”肆虐浙江，为保证各体彩⽹点营销⼯作的安全有序，市体育局体彩

分管领导周斌和体彩中⼼陈海锋主任带队⾛访体彩各实体店，指导基层销售员做好防台防汛⼯作。

7⽉23⽇，浙江省体彩管理中⼼派出第三⽅审计公司⼈员赴我市部分体彩⽹点对店招等相

关宣传物品使⽤情况开展财务⽅⾯的调研。



履行公益
点亮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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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在行动

资助贫困大学生

9⽉6⽇下午，正值⼤学开学

季，湖州市体彩管理中⼼陈海锋主

任、徐芳副主任将⻘⽥⽀教归来的

贫困⼤学⽣⼩谭同学邀请⾄中⼼，

亲⼿将每年5000元的资助款交到

她⼿⾥，陈主任详细询问了这⼀学

期⼩谭的学习情况和就业规划，亲

切的嘱咐她有困难找体彩。经过两

年的⼤学⽣活，⼩谭同学⽆论谈吐

还是⻅识都有了不⼩的进步，还当

上了法语班的班⻓。

三伏酷暑，热浪袭⼈。7⽉20⽇上午，湖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开展“关爱城市美容

师，炎炎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中⼼负责⼈陈海锋，党⽀部书记、副主任徐芳带领体彩中

⼼党员⼲部⼀⾏，前往湖州市环卫处，慰问⼀线环卫⼯⼈。

慰问组⼀⾏向⾟苦奋战在⾼温酷暑⼀线的城市美容师们致以崇⾼敬意和诚挚问候，为环

卫⼯⼈送上200箱消暑降温慰问品，并叮嘱他们注意防暑降温、劳逸结合、保重好身体。

湖州要实现⾼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市的⽬标，离不开环卫⼯⼈的⾟勤付

出。湖州体彩以实际⾏动关爱城市美

容师、助⼒美丽湖州建设。除了夏季

慰问环卫⼯⼈外，还借助体彩实体店

临 街 的 优 势 ， 在 全 市2 0 0多 家 ⻔ 店 设

⽴体彩驿站，为环卫⼯⼈等户外劳动

者提供歇脚休息、免费开⽔供应、漂

流伞、爱⼼药箱、⼿机应急充电站、

测⾎压仪器等服务，受到⼴泛好评。

4⽉29⽇下午，湖州市体彩中⼼党⽀部结合浙江体彩“爱⼼⼩板凳，平安出⾏路”公益活

动，在湖州“⻰之梦”景区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市体彩中⼼的党员志愿者们在“⻰之梦”景区向游客派送体彩“爱⼼⼩板凳”，为⼴⼤“五

⼀⻩⾦周”来⻰之梦游玩的游客送去体彩温暖与关怀，受到了游客们的⼀致好评。

此次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是“公益体彩，乐善⼈⽣”的公益理念的清晰展示，进⼀步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

8⽉酷暑骄阳下，体彩志愿者服务

⼩分队同志坚持路⻓制巡街和路⼝执

勤⼯作，为湖州⽂明城市创建出⼒。

8⽉27⽇下午，中⼼党⽀部成员

前往市少体校慰问备战17届省运会的

运动⼩将们，为他们送去150箱夏⽇

解暑清凉的运动型饮料!



同心协力
促进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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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上午，湖州市直属机关⼯委组织基层⼯会⼥职⼯代表赴浙江⼤东吴集体有限公司和

湖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开展“五战开新局⼱帼当先锋”主题“三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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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下午，浙江省体彩中⼼领导章震、渠道部张佳喜部⻓⼀⾏来湖州，对体彩实体店

星级评定⼯作进⾏抽查复评，同时开展炎夏慰问，向奋战在⼀线的销售员们赠送电⻛扇。

为进⼀步提⾼⼲部职⼯消防安全意识，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8⽉26⽇⾄27⽇，湖州

市体彩管理中⼼派出分管安全的办公室副主任参加市直机关消防安全培训，学习《中华⼈⺠共

和国消防法》《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消防安全理论，参加灭⽕器实操演练。

为了庆祝“三·⼋”妇⼥节，进⼀步丰富⼥职⼯节⽇⽣活，努⼒在“‘五战’开新局⼱帼当先

锋”活动中展现体育系统⼱帼⼒量、⼱帼⻛采和⼱帼担当。3⽉5⽇体育局⼯会组织体育系统全

体⼥同志前往妙⻄廿舍开展妇⼥节登⼭观展活动。

趣味活动添精彩

网点慰问聚合力



2022年是党的⼆⼗⼤召开之年，是进⼊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个百年奋⽃⽬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年。湖州体彩将继续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关于体育⼯作的重要指

⽰为指引，牢牢把握国家公益彩票的基本定位和发展⽅向，牢记体彩⼈

“在建设负责任、可信赖持续健康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同时，在合法合

规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式，尽最⼤努⼒筹集公益⾦”的初⼼和使命，

⾃觉践⾏“公益体彩、责任体彩”的理念，始终坚持把责任彩票建设与体

彩⽇常管理⼯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动扎实推进责任彩票体系建

设；通过不断扩⼤体彩销售规模、筹集更多的公益⾦，充分发挥体育彩票

对于体育事业和社会保障、扶困济贫等多项公益事业巨⼤的⽀持作

⽤。以⾼标定位、⾼点起步、⾼效推进，奋⼒推动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上

再上新台阶，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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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承诺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附录
报告承诺

时间范围

本报告的时间跨度为2021年1⽉1⽇⾄2021年12⽉31⽇。

发布周期

本报告是湖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响应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号召，第三次向社会

公开发布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编写标准

本报告的撰写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CASS-CSR4.0�）》、全球报告

倡议组织（Global� Raport-ing� Intiative,GRI)可持续发展指南（G4)、《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 GB/T36001-2015)国家标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体育彩票社会责任报告指标体

系》等标准，其各项指标在本报告中的披露情况可参⻅指标索引。

组织范围

为便于表达，在报告的表述中使⽤“湖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湖州体彩”“湖州体彩中⼼”

“市中⼼”“市体彩中⼼”等称谓。

数据说明

本报告所有数据均来⾃湖州体彩相关统计报告和正式⽂件，湖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保证报

告中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报告发布形式

本报告以印刷版和电⼦版（H5）两种形式发布,电⼦版可通过湖州体彩⽹(www.hzlottery.com）

和湖州体彩官⽅微信(微信名:湖州体彩)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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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编制得到了各县市体育局的⼤⼒⽀持，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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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常感谢您再百忙之中阅读《中国体育彩票2021社会责任报告（湖州市)》。为了持续改进社会责

任报告管理⼯作，我们特别希望倾听您的意⻅和建议，恳请您协助完成意⻅反馈表中的相关问题，并选择以下

⽅式反馈给我们:

联系地址：湖州市红旗路249号湖州体育彩票管理中⼼

联系电话：572-2177710

您的信息

姓    名：

联系电话：

意⻅反馈

职    位：

传真号码：

⼯作单位：

邮箱号码：

意⻅反馈表

选择性问题：（请在相应的位置打“√”）

请您评价本报告反映湖州体彩对经济、社会、环境的重⼤影响程度:

很好 较好 ⼀般 较差 很差

请您评价本报告对利益相关⽅关⼼问题进⾏的回应和披露:

很好 较好 ⼀般 较差 很差

请您评价本报告披露信息、指标、数据的清晰度、准确性、完整性:

很好 较好 ⼀般 较差 很差

请您评价本报告的可读性:

很好 较好 ⼀般 较差 很差

请您对《中国体育彩票2020社会责任报告（ 湖州市 ) 》进⾏综合性评价:

很好 较好 ⼀般 较差 很差

开放性问题:

您对湖州体彩社会责任⼯作有哪些建议？

您认为本报告存在哪些不⾜之处？

您认为本报告为您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社会责任信息？

您认为本报告还需要增加披露哪些社会责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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