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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营销”的反思与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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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营销是博彩销售增长的必备手段和策略。不夸张地说，博彩对营销的采纳是博彩发展的一

次重要“革命”。营销改变了社会对博彩的认识和观念，成就了博彩的高速增长。然而，博彩营销也给
社会带来了困扰，尤其是问题博彩的形成和加剧。如何平衡博彩营销的“利弊”，不仅关涉博彩本身的
增长，更关涉社会公共健康。对博彩这种特殊产品营销进行法律规制是一国博彩长期发展的必须选择。
对中国而言，法律不仅应从竞争角度关注营销对彩票经营者的影响，更应从公共健康出发，对彩票营销
进行约束，进而降低营销对社会公众博彩行为的不当影响。
关键词： 博彩； 彩票； 博彩营销； 责任博彩
中图分类号： D922． 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3275（ 2015） 01 － 0180 － 06

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行彩票以来，彩票销售曲线一路向上，从 1987 年的 0． 17395 亿增长
至 2013 年的 3093． 25 亿。彩票销售得以快速攀升，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忽略的是，彩票营销的力量与
贡献。彩票发行初期所采用的“大奖组销售法（ 大奖组、大奖额、大宣传、大场面、突击销售） ”即是一种
非常典型的营销。随着中国彩票业的发展，彩票运营越来越注重对现代营销技术的使用，从产品（ Product） 、价格（ Price） 、渠道（ Place） 、促销（ Promotion） （ 即市场营销的“4P”策略） 对市场发起攻势。
从“公益事业”角度看，通过营销推动彩票销售当然是“好事”。因为公益事业就可以因此获得的更
多的资金支持。问题在于，彩票作为博彩游戏，除了收益，也可能带来包括“问题彩民”在内的一系列社
会问题。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 2012 年发布的“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彩民已达 2
亿多人，其中问题彩民约 700 万人，重度问题彩民达 43 万人。因彩票所引发的贪污挪用、离婚、自杀等
社会问题也不时见诸媒体。目前尚不能断定营销与彩票社会问题有多大关联，但可以肯定，营销的确对
民众的彩票游戏行为构成了不当影响［1］。作为博彩产品的“彩票”能否和一般商品一样进行营销，我们
到底需要怎样的彩票营销？ 本文以彩票营销的法律规制理论基础为基点，对欧美国家彩票营销法律规
制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彩票营销法律规制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法律对“彩票营销”规制的理论基础： 作为博彩游戏的彩票
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认为，“营销是指企业为从顾客处获得利益回报而为顾客创造价值
［2］
并与之建立稳固关系的过程”
。因此，在商业意义上，企业可能极尽各种手段向消费者传递产品（ 服

务） 信息，进而说服消费者接受其产品（ 服务） 。不过，企业营销也有法律边界。这些“边界”大致可以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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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大类： 一是关于营销的一般性规定。这些规定的典型特征在于，不针对具体的产品和具体的企业，
具有“普适性”。例如，《广告法》第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该规
定适用于所有广告行为，不因企业和产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二是针对特殊产品营销的规定。这些特
殊产品因其特殊性质，除了遵守法律法规关于营销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守法律法规关于该产品营销的
特殊规定。例如，《药品管理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处方药可以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介绍，但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或者以其他方
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法律之所以对这些产品的营销有特殊规定，多基于公众健康、安全考
虑。例如，美国基于公众健康考虑，对包括烟、酒在内的特殊商品的流通进行全方位的管控，包括“限制
烟酒流通所涉对象，限制其广告和标识，限制其流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提高烟酒税收，披露和公示烟
［3］
。
酒成分，加强执照管理，建立跟踪记录”

毫无疑问，彩票营销应该遵守法律关于营销的一般性规定。有疑问的是，法律是否应为彩票设定特
殊营销准则，以对其做出特别约束？ 答案是肯定的。从传统看，与赌场赌博（ casino） 等其他的博彩相
比，彩票的确有自己“个性”。英国在设立国家彩票的议案中称： 比较而言，彩票长期被认为是“最软的
赌博形式（ the softest form of gambling） ”。在彩票游戏中，赌注金额通常不大，因此游戏者成瘾可能性要
小得多。然而“个性”并不能否认彩票的“博彩”归属，不管它是以何种名义进行的。彩票游戏的“博
彩”归属决定了其是一种“特殊商品”。对社会民众而言，适度的参与博彩游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娱乐
行为。在此条件下，社会民众通过参与合法博彩释放了“博彩性”，缓解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也
为公益事业贡献了资金。然而，过度的博彩，不仅会给自身带来伤害，更会给家庭、社会带来危害。由于
博彩成瘾和过度消费而造成的离婚、谋杀、贪污挪用的例子并不少见①。不加约束的彩票营销至少可以
带来以下不良后果。首先，社会民众的博彩需求遭到不当的刺激和诱导，引起博彩过度消费，进而产生
社会问题。对于一般企业而言，营销要实现的是，稳定现有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挖掘新的消费。唯
有如此，企业才能在竞争中不断发展。然而，如果彩票营销完全依照这种法则运作下去，即会出现“方
［4］
便的博彩，不方便的结果（ convenient gambling，inconvenient results） ”
。因为此时彩票不仅满足了“既

存需求”，也造成了博彩需求的不当扩大，进而给社会造成包括问题彩民在内的负面影响。已有研究发
现，营销与“问题博彩”之间存在关联［5］。其次，彩票营销可能给社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传递一种不正
当的价值导向。当彩票营销“大行其道”时，容易让社会民众形成误解，即认为彩票是一种值得提倡和
鼓励的消费而对彩票“博彩性”及其负面效应予以忽略。时至今日，反对彩票游戏固然“不合时宜”，但
彩票游戏也不是一个社会应该鼓励和提倡的行为。道理很简单，“彩票业不是生产有形商品和无形服
务的是实体经济”，而“在一定时期内，一国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加大彩票业发展势必向其他部门争夺
［6］
有限资源，从而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
。

综上述，彩票作为一种博彩产品，如同烟草、酒精等特殊商品一样，过度的消费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
响和困扰。法律应为彩票营销行为“量身定做”规则，并通过这些规则的实施防止营销对社会民众的不
当“侵扰”，进而保护社会民众的博彩健康和安全。
二、欧美彩票营销法律规制实践考察
到 21 世纪初，全球有 100 多个国家发行彩票［7］。采用现代营销技术对彩票进行宣传和推广是各国
彩票的“共性”。就一定意义而言，现代彩票的历史就是一部彩票营销的历史。营销在彩票业发展中占
据着重要地位。正如一位彩票经理所言： 为了生存并繁荣，现代商业技术，尤其是营销技术的采用对彩
票是至关重要的［8］。然而，随着彩票引发社会问题的增多，尤其是问题博彩，欧美各国开始对彩票营销
进行约束和限制，并将其作为责任博彩（ responsible gambling） 的一项重要内容。欧美各国期望通过责任

①

例如，震惊全国的河北邯郸银行被盗案，金库钥匙保管人利用便利共盗窃 4300 万用于购买彩票。http： / / news． ifeng． com / socie-

ty /1 / detail_2007_04 /20 /928071_0． shtml，
2014 年 8 月 15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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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的实施，在政府财政、商业利益与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从欧美国家关于彩票营销的法律规制情况看，呈现出以下共同特征：
（ 1） 从规制理念上看，这些国家试图通过对营销行为的规制以降低博彩的负面影响，并配合其他的
责任博彩措施达到社会民众保护、商业利益和博彩收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南澳大利亚《州彩票广告实
践准则》（ State Lotteries Advertising Code of Practice） 宣称： 该准则提供了一个框架，借此南澳大利亚彩票
委员会保证广告行为与公众下列期望相符，即为了减少博彩负面影响而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运营博彩。
博彩业的发展涉及社会公众、商业机构、政府财政三方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财政和商业机构
的利益占据了博彩发展的主导，而社会公众的博彩健康并未被给予足够重视。随着博彩负面影响调查
的进行以及与之相伴的认识深入，社会公众健康及其保护逐步引起了各国的重视。为此，各种减少危害
措施（ harm minimization measures） 被采用。这些措施是对消费者保护与商业利益的一种平衡［9］。
（ 2） 从规制的形式上看，欧美国家以“准则（ code） ”形式对博彩营销的规范 w 了详尽的规定。在欧
美，彩票法或博彩法大都只对营销行为作了原则或者概括性的规定。例如，南澳大利亚《州彩票法
1966》（ State Lotteries Act 1966） 13A 仅规定了彩票委员会应制定一部经博彩当局同意的彩票广告准则。
因此，为了实现对营销的法律规制，这些国家或地区以“准则（ code） ”的形式对营销规则做了详细的规
定。这些“准则（ code） ”可能以独立形式存在，也可能作为责任博彩准则或行业准则的一部分而存在。
例如，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责任博彩实践准则》（ The Queensland Ｒesponsible Gambling Code of Practice） 中，博彩营销规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 3） 从规制的内容上看，呈现出以下共性： 首先，注重对特殊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的保护。来自于美
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数据显示，每年有 63% —82% 的 12 岁到 17 岁的青少年参与博彩，其中
4% —7% 呈现病态博彩（ pathological gambling） ，
10% —15% 有病态博彩的危险［10］。正因如此，欧美各国
制定的博彩营销规则中均突出强调对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弱势群体的保护。例如，在英国广告管理与执
行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广播广告准则（ The UK Code of Broadcast Advertising） ”和“非广播广告准则（ The
UK Code of Non － broadcast Advertising，Sales Promotion and Direct Marketing） ”中，彩票广告的基本原则
是，彩票营销应对社会负责，尤其是要注意对小孩、
18 周岁以下的青年人和弱势群体的保护，以防止这
些群体受到彩票广告的伤害。南非国家彩票《广告和公共关系实践准则》（ Advertising and Public Ｒelations Code of Practice） 设了专门的“18 周岁以下（ under 18s） 条款”。其次，强调营销信息的真实、准确和
全面。在彩票游戏中，奖金无疑是吸引社会民众参与的重要因素。因此，奖金自然成为彩票营销的重要
内容。然而彩票毕竟是一种幸运游戏（ game of chance） ，中奖，尤其是中大奖的概率是极低的。如果彩
票营销片面突出奖金而回避彩票中奖的偶然性以及概率，极有可能对社会民众造成误导。正是基于这
种考虑，西方各国的彩票营销规则均强调营销信息应真实、准确和全面。例如，南非国家彩票《广告和
公共关系实践准则》（ Advertising and Public Ｒelations Code of Practice） 要求，广告和公共关系沟通应清楚
地展示中奖概率和奖金的数量，而不能明示或暗示地歪曲中奖可能性。再次，对目标营销（ target marketing） 进行限制。所谓目标营销，是指企业在研究市场和细分市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资源与优势，
选择其中最有吸引力和最能有效为之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细分市场作为目标市场，设计与目标市场需求
特点相互匹配的营销组合［11］。换言之，目标营销以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对象的一种营销策略。对于彩
票营销而言，目标营销策略极有可能使部分社会民众过多地参与彩票游戏而出现问题博彩。正因如此，
各国在彩票营销准则中均对目标营销做了限制，除了不能针对青少年、弱势群体外，也不得针对其他特
殊群体。南非国家彩票《广告和公共关系实践准则》（ Advertising and Public Ｒelations Code of Practice） 中
“不恰当的目标营销（ inappropriate target markets and audiences） ”条款甚至要求，在彩票广告和公共关系
中出现的演员应能代表各种社会群体。最后，强调营销不能将“彩票”作为一种“替代”而加以鼓励和提
倡。对于营销而言，彩票有诸多的“卖点”，包括娱乐、奖金、社会交际等。然而并非所有“卖点”都可以
运用于营销。例如，英国“非广播广告准则（ The UK Code of Non － broadcast Advertising，Sales Promotion
and Direct Marketing） ”强调，营销不能暗示参与彩票可以摆脱个人、职业或者教育问题。营销不能暗示
彩票可以化解财务困境或者替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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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彩票营销法律的法律规制
在商业利益和财政收入的驱动下，我国彩票营销得以迅速发展，创新不断。从渠道策略看，彩票营
销除了以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渠道创新外，“银行定投”、“消费找零”、“自动彩票销售机”、
“电视销售彩票”等新的渠道不断出现。从产品策略看，高频彩票、视频彩票、手机彩票等新的彩票品种
不断被推出。在促销策略上，呈现出了包括“派奖加奖”、“彩票主题餐厅”、“赞助运动队与体育比赛”、
“户外广告”、“彩票搜索”、“微博和微信”等多种形式。与这些彩票营销创新相伴的是营销费用的增
加。例如，据媒体披露，我国知名互联网彩票销售企业“500 彩票网”2013 年前三个季度的营销费用支
出占到了总计利润的 37． 4% ，其采用的营销手段包括赞助（ 赞助浙江绿城足球队） 、电视广告（ CCTV5
电视广告） 、搜索引擎推广（ 百度搜索引擎） 等 ①。这些营销手段的使用为“500 彩票网”带来了丰厚的汇
报 ②。
与彩票营销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律对彩票营销规制的“简陋”。我国彩票营销的规制至少存
在以下不足：
（ 1） 彩票营销规制的立法层次较低，缺乏足够的权威性。目前我国涉及彩票或博彩营销规制的基
本法规有两个，即《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61 号） 和《彩票管理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4 号） 。《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除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等依法批准的广告外，不得播出其他具有博彩性质的广告。《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彩
票发行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不得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也不得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
争。《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彩票管理条例》是行政法规。换言之，在我国目前
彩票营销的法规中，最高的也只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 2） 从规制重点看，注重“营销竞争”的规制而非“负面影响”。出于“谨慎”和规范彩票发行销售秩
序考虑，监管部门在彩票发行初期比较注重对彩票营销负面影响的约束。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6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彩票市场管理通知》强调，在进行彩票宣传或刊登彩票发行广告时，注意舆
论导向，不得有意鼓动人们购买彩票。各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须将拟定的彩票广告方案、宣传口号、标
语等报所在地人民银行审查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有权责令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修改任何可能误导群众、
引发群众闹事的宣传内容。然而，随着“福利彩票”与“体育彩票”营销竞争的加剧，监管部门对彩票营
销规制的重心转向了“营销竞争”。1999 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强调各彩票
发行机构要从维护整个彩票市场信誉大局出发，本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承担促进整个彩
票市场健康规范发展的责任。严禁不同种类彩票在发行过程中进行排他性、诋毁性宣传及其他恶性竞
争行为。此后，无论是财政部制定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 财
综〔2012〕102 号） ，还是国务院制定的《彩票管理条例》均将“营销竞争”作为规制的重要内容。这种规
制重心背后反映出，经过 30 年的增长，中国彩票业仍然停留在收入的追求上，而对彩票给社会带来的负
面影响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
（ 3） 彩票营销规制缺乏可操作性规则。依照《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特许的福
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可以“依法”发布广告。《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 财综〔2012〕102 号） 第五十八条
也规定彩票发行销售机构进行市场宣传时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然而，彩票广告所依
之“法”到底包括哪些，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彩票广告的法定条件是什么，这一切都不明确。可能的情况
是，监管部门依照广告的一般性规定对彩票广告进行审查。反观其他的特殊产品，如烟草、酒精、医药
等，我国大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广告规则。例如，《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酒类广告管理办法》、《药
http： / / money． 163． com /14 /0110 /11 /9I7MTPC600254U5D． html，
2014 年 8 月 8 日最后访问。
① 《“500 彩票网”的神奇和平凡》，
②

据“500 彩票网”发布的第四季度财报显示，活跃用户数量从第三财季的 374000 增至 894000，彩票购买金额也从第三财季的人

民币 7． 356 亿元增加到人民币 11 亿元，http： / / tech． sina． com． cn / i /2014 － 02 － 21 /20539181887． shtml，
2014 年 8 月 8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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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等。
（ 4） 我国彩票营销规制的理念有待调整。我国彩票营销法律规制之所以如此“简陋”，受限于彩票
整体法治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彩票营销规制的理念存在偏差。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发行彩票以来，在“有奖募捐”和“公益”之名下取向于收益最大化。在这种理念的导引下，彩票监管部
门对彩票监管的重点不在于如何防止彩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而是彩票收益。这种监管导向反映在彩
票营销方面就是对彩票营销的“放纵”，因为“营销”正是实现彩票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可以预料，彩票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继续存在，营销也将继续在彩票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如何对彩票营销进行规制，进而降低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仅是保护社会公众博彩健康的需
要，也关系到彩票业的“生死存亡”。道理很简单，如果彩票的负面影响继续扩大并最终超越社会所能
承受的极限，彩票被社会“抛弃”也并非没有可能。
关于我国彩票营销的法律规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利用《广告法》修订契机，对彩票营销做出规定。我国现行《广告法》颁布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该法并未对“彩票”这种特殊产品的广告问题做出规定。个中原因，笔者猜测，一是当时的彩票营
销的问题并不突出，而且我国彩票业刚刚起步，如何利用彩票这种工具为“公益事业”筹集资金是工作
的中心。二是对彩票认识不足。彩票发行之初，我国彩票以“有奖募捐”的形式面世，彩票被称之为“有
奖募捐券”或“奖券”①，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商品。因此，作为一部以“商品广告”为规制对象的法律自然
不会考虑将彩票纳入其中。目前我国正着手修订《广告法》。我们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对彩票的广告问
题做出规定。
其次，尽快制定彩票营销准则，为彩票营销的规制提供可操作化的依据。如前所述，《广播电视广
告播出管理办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等法规已经就彩票营销的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当务
之急是将这种原则性的规定进行细化，进而为彩票营销的规定提供可操作性的标准。彩票营销准则的
具体内容可以在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参照借鉴国外的相关内容。
再次，制定《彩票法》，并对彩票营销的问题做出规定。法治是我国彩票的“短板”。虽然 2009 年国
务院制定的《彩票管理条例》是我国彩票法治的一大进步和突破，制定《彩票法》是大势所趋。将现行
“条例”上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既是法治的需要，也是彩票业进一步发展的制度需求。
当然，作为彩票业基本法的《彩票法》只需对彩票营销的原则性问题做出规定即可，至于彩票营销的具
体规范则由“准则”承担。
对包括彩票在内的博彩产品营销进行约束和限制的目的在于，降低博彩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因此，
博彩营销的法律规制构成了责任博彩的重要内容。责任博彩，即政府、博彩企业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应
考虑博彩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并采取措施降低这种负面影响。责任博彩的实施有助于降低博彩对社会
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收入至上”的彩票发展理念之下，这种“降低”是非常有限的。责任博彩的
核心就是要对包括营销在内的运营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这种限制和约束必然对博彩销售带来不利影
响，进而影响收入的实现。就此而言，责任博彩与“收入至上”的博彩发展理念是不相容的。结果是，责
任博彩做出“妥协”和“让步”。因之而建立的责任博彩所能发挥的效应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对中国而
言，建立责任博彩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调整彩票发展理念，即不能完全将彩票当作一种收益的工
具。未来中国更应该考虑的是，彩票是我国社会民众释放博彩性的一种合法渠道，即一种娱乐的手段和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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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thinking and Ｒegulation of Lottery Marketing
Chen Hong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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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keting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lottery sales． While marketing promotes sales of lottery，problem gambling and related adverse impacts are becoming challenges for nations who legalize lottery． Problem
gambling not only endangers the development of lottery，but also harms the health of the public． For Chinese
government，regulating lottery marketing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gambling and related adverse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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