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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公告

（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

一、项目实施单位公益金宣传计划和实施方案

1、宣传计划

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通过“体育惠民+体育消费”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市

民参与体育健身消费，加快推进新时代体育强省和健康苏州建设，

充分发挥体育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文

化软实力中的独特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

向往。

项目依托苏州市属媒体宣传资源、苏州市体育局以及项目承

办方苏州市民卡公司的自有宣传资源，从政策解读、活动预告、

优惠活动、优惠攻略等方面切入，系统的进行项目宣传。相关物

料、产品设计时均带有“中国体育彩票”、“苏州体育”LOGO；同

时统筹参与项目的所有体育惠民定点场馆参与前期宣传培训，要

求定点场馆工作人员必须熟练掌握项目相关优惠政策和使用方

法，并在日常销售工作中，优先推荐市民享受项目惠民政策，使

宣传亲民、精准、有效，在消 费者与场馆之间形成良好的口碑

效应，更有效的促进项目开展。

2、实施方案

自 2018 年起，苏州市体育局正式开始实施苏州市体育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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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动，通过整合全市 220 余家优质体育场馆，覆盖健身、瑜

伽、游泳、足球、篮球、乒乓球、骑行等 10 余项传统体育项目

和轮滑、马术、击剑、潜水、攀岩、卡丁车、射箭等近 20 余项

时尚类新兴体育项目，由苏州市民卡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实施，面

向苏州市区持“苏州体育惠民卡”和苏州市民卡 A 卡（含吴江市

民卡）的市民发放体育惠民消费补贴等措施，以此拉动体育消费。

具体形式如下：

（1） 以苏州市民卡 B 卡为原型，定制和发放带有“中国

体育彩票”公益金等标志的“苏州体育惠民卡”。市民在市民卡

各服务网点或者在线上完善个人身份信息后,每人可免费办理一

张(已办理体育惠民卡的市民不得重复办理),市民凭兑换码到线

下市民卡网点领取或通过支付邮寄费后快递到家。市民持“苏州

体育惠民卡”至体育惠民定点场馆消费,享受体育惠民优惠政策。

“苏州体育惠民卡”不仅具有在线下签约惠民消费合作体育场所

进行消费的功能,还具有小额电子钱包功能,用户在自行充值后

可用于乘坐公共交通、线下合作商户消费等。

（2） 分别在市体育局官方平台“苏州体育”APP 和市民卡

官方平台“智慧苏州”APP 上推出“体育惠民电子码”。完成苏

州市区社保认证的市民,可以在上述任一渠道免费申领“体育惠

民电子码”。成功申领后,即可享受定点场馆优惠政策。2021 年

度发放“苏州体育惠民卡”10000 张, “体育惠民电子码”不限

数量。市民可同时申领“苏州体育惠民卡”和“体育惠民电子

码”,均可用于体育惠民消费定点场馆健身、赛事活动报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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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赛门票和体育培训支出等惠民消费。

（3） 基于签约合作体育惠民消费场所的“折上折”活动

发放体育惠民消费补贴：市民持“苏州体育惠民卡”或苏 州市

民卡 A 卡（含吴江市民卡）至体育惠民定点合作场馆刷卡消费

时，可享受体育惠民卡（场馆让利价）基础上折上九折优惠。

同一市民的“苏州体育惠民卡”和市民卡 A 卡（含吴江市民卡）

共享同一体育惠民消费补贴资金账户，每卡（码）每次享受“折

上折”优惠补贴不超过 100 元，全年总金额不超过 500 元（含）。

“折上折”体育惠民消费补贴活动先到先得,直至当年度“折上

折”补贴额度用完为止。体育惠民消费资金不得购买季卡以上

产品。

（4） 基于“苏州体育惠民卡”和“体育惠民电子码” 开

展专项体育惠民活动发放体育惠民消费补贴：市民通过线上平

台完善个人身份信息并核验资格后即可在线参与专项体育惠民

活动。专项体育惠民活动形式包括：运动套餐惠民补贴、专享

体育消费折扣、体育夜市专项活动、建党 100 周年专项活动、

青少年培训专项活动、时尚体育专项活动等,主要用于定点场馆

康体健身、赛事活动、 职业联赛门票、体育培训、时尚体育运

动、电子竞技及体育旅游、体育文化等跨界体育消费。同一市

民通过“苏州体育惠民卡”、“体育惠民身份码”参与同一个专

项活动时，仅可享受一次专项活动补贴。

（5） 建设“苏州体育惠民”定点合作场馆导览地图 1.0

版, 以更为直观、便捷的形式为市民提供合作场馆区位信息、

体育惠民产品及商品优惠信息,整合接入各类专项活动信息,

方便市民查询和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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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善“苏州体育”APP 线上商城,实现线上消费互联

互通。以体育惠民消费定点场馆、赛事活动、职业联赛门票、

体育培训、时尚体育运动等产品为资源,构建“苏州体育”APP

“体育惠民线上商城”,并在“智慧苏州”APP 保持同步更新。

市民在线完善个人身份信息并核验资格后即可领取各类补贴电

子券,用于商城消费。商城产品及补贴券根据活动需要动态调整,

先到先得。

二、公益金资助项目信息公布情况

1、项目名称：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

2、项目单位：苏州市体育局

3、资金额度：1000 万元

4、项目联络人：肖智翔

5、项目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6、公益金资助项目使用效果

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项目自 2018 年正式实施以来，深

得广大市民和体育企业的欢迎和喜爱，被评选为 2019、2020 年

度苏州市政府实事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经

济效益方面来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发放“苏州市体育惠民卡”1 万张，发放体育惠民补贴 689.6

万元，其中专项活动补贴 5.8 万元，扫码支付 361.8 万元，刷卡

补贴 280.7 万元，体育惠民双 12 满减惠动 41.4 万元，实现交易

总额 6492.84 万元，间接带动体育产业交易额突破 2 亿元，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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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市民超过 90 万人次，直接带动体育就业人员超 420 人，为

社会提供临时性就业岗位超 1800 个。从 2018 年至今，累计发放

补贴 3200 万元，线上+线下累计总交易额 2.12 亿元，带动体育

产业交易额超过 7.7 亿元。项目具有较好的成长性，未来随着更

多体育场馆资源整合接入、体育惠民项目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交易规模将持续扩大。届时，再逐步引入商业化运营模式，与规

模大、受众多、流量大的体育惠民场馆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打造

更具吸引力的 IP 品牌、开发更具竞争力的体育惠民产品并为市

民提供多元化增值服务，拓宽商业渠道、扩大营收规模、提升利

润总额。从社会效益方面来看，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项目整

体执行情况良好、成效显著、成长性强，更是市民票选出来的最

受欢迎的实事项目之一。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项目自上线以

来，深得国家体育总局、省体育局相关领导及各方主流媒体的高

度关注，《中国体育报》、“新浪”、“腾讯”、“搜狐”及本地主流

媒体更是给予了专题报道，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项目已然成

为苏州体育的金名片。截至目前，超过 80%的体育惠民定点合作

场馆将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项目作为年度营销最重要抓手，

银吉姆健身、体格健身、印象瑜伽、苏超足球、凯德丰乒乓球等

一系列连锁场馆更是将体育惠民消费行动项目与其年度、季度甚

至月度营销深度捆绑，专门成立运营团队贯彻执行体育惠民消费

行动。区域性体育中心、全民健身中心和文体中心等大型综合性

场馆也将体育惠民消费行动作为重要营销手段，配合其常态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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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业务。而一些时尚类体育惠民定点场馆，如轮比亚轮滑、瑞羽

射箭、SuperPark 超级乐园、刘常忠攀岩等直接将体育惠民消费

行动作为其引流、导流及业务增长的重要来源。

7、图片及影像资料等信息

国家体育总局官网、江苏体育频道报道苏州体育惠民消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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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启动仪式以及“苏州体育惠民卡”模型



8



9

体育消费夜市照片

苏体育惠民双 12 直播带货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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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活动页面截图



11

苏州体育惠民卡发放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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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度“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项目预算金额为

1000 万元，本年度实际支出金额为 1000 万元，主要用于：

定制和发放带有“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等标志的“苏州体

育惠民卡”、开发并在“苏州体育”APP 和“智慧苏州”APP

上推出“体育惠民电子码”、基于签约合作体育惠民消费场

所的“折上折”活动发放体育惠民消费补贴、基于“苏州体

育惠民卡”和“体育惠民电子码”开展专项体育惠民活动发

放体育惠民消费补贴、建设“苏州体育惠民”定点合作场馆

导览地图、完善“苏州体育”APP 线上商城。

项目通过实物 LOGO 露出和媒体宣讲的方式对彩票公益

金进行宣传，包括：宣传手册、线上页面、以及“苏州体育

惠民卡”等所有项目相关宣传产品均印有“中国体育彩票”

LOGO；通过苏州市属媒体、苏州市体育局以及承办单位苏州

市民卡公司自有资源进行宣传。苏州市民卡公司“智慧苏州”

APP 和微信公众号（拥有超 540 万用户，用户活跃率稳居市

属平台前列）体育惠民板块，为市民提供项目相关的实名认

证、补贴领取、信息推送、消费查询等服务功能，累计访问

量达到 235.2 万人次，日均活跃率达到 3000 人；基于市民

卡微信服务号和订阅号，定期推送“苏州体育惠民消费行动”

相关消息，累计推文 42 篇，访问量达到 95.35 万次，推文

内容包括活动预热预发布、启动仪式、使用方法、活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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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提醒等多种形式。同时，制作易拉宝 48 个、宣传海报

700 张、体育惠民消费行动手册 5 万册，按照人流量合理分

配至各服务网点和定点合作场馆，让消费的市民能第一时间

了解到“苏州体育惠民消费行动”具体情况，积极参与其中。

根据活动进展情况，累计发放“苏州体育惠民消费行动”相

关短信 87.71 万条。通过宣传，受益人群 70.26 万人次，取

得了良好效果。

苏州市体育局

2022年 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