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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2309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77期中奖号码
2 7 11 17 19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00566元，中奖
总金额为201939元。

中奖注数
3 注

320 注
6203 注
269 注
193 注
34 注

1455105 元
41574 元
2648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1903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5 注

157 注
522 注

5270 注
9795 注

6560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 注

20 注
115 注
315 注

1942 注

02 03 05 14 16 21 25 22

【体彩公益金课堂】

河体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不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
行、依法销售的国家公益彩票。体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奖金、发行费和公益金，彩
票资金构成比例由国务院决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法律援助、城乡医疗救助、扶贫、残疾人救助、红十字
事业、赈灾救灾、农村养老服务、文化事业等。

2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比例为：中央50%（其中：补充社会保障基金30%，中央专

项彩票基金15%，国家体育总局2.5%，民政部2.5%）；地方50%。

河南省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概况：中央50%；地方50%
（使用单位：省体育局，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省财政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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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体彩上周（2019 年
3 月 18 日—3 月 24 日）中出
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 8
个，其中，1 万元—5 万元：8
个。

目前热销票种：“运”（面

值 20 元）、贺新年（面值 20
元）、金孔雀（面值20元）、数字
密码（面值10元）、翻倍赢（面
值10元）。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
生活！ 河体

上周（3月 18 日~3 月
24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
南省销售约2.25亿元，通过
销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
益金约0.66亿元，其中一半
约0.33亿元用于支持我省
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及
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另一半
上交中央用于全国公益事
业。其中，上缴中央的体彩

公益金60%用于补充全国
社保基金，约0.19亿元。

2019年，河南省已销售
体育彩票总量约 39.27 亿
元，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
会筹集公益金约9.13亿元，
其中用于我省和上缴中央
的体彩公益金各约4.56亿
元。其中，上缴中央的体彩
公益金60%用于补充全国

社保基金，约2.74亿元。
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

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建设遍
布城乡的健身路径及开展
社会体育活动来支持全民
健身和群众体育、扶贫、教
育助学、城乡医疗救助、农
村养老服务、奥运争光等，
可以说，无论您是否购买体
育彩票，都将从中受益！

今年省体彩已筹集公益金9.13亿
4.56亿用于支持我省体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3月23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32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1、04、07、11、30”，后区开出
号码“07、08”。当期是新规则
上市后的第14期开奖，以2.81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1.01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2 注头
奖。其中1注为追加投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 1800 万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出自山
东；1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
注奖金1000万元，出自新疆。

数据显示，山东中出的
1800万元一等奖出自潍坊，中
奖彩票为一张8+2复式追加
票，投入168元，共中出一等奖
1注、四等奖15注、六等奖30
注、八等奖 10 注，单票擒奖
1805万元。

新疆中出的1000万元一
等奖出自乌鲁木齐，中奖彩票
为一张“前区3胆10拖+后区
2”的胆拖票，投入90元，共中
出一等奖1注、四等奖16注、
六等奖28注，单票擒奖1005

万元。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来自山东的幸运购彩
者在头奖方面要多拿了800万
元，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
金达到了封顶的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86注，每注奖
金为49.04万余元，其中33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9.23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88.28万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226注，
单注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
中出776注，单注奖金为3000
元。五等奖中出18852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出
23589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41529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出
733693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7385139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70.75 亿元滚存至 3月 25
日（周一）开奖的第 19033
期。 河体

“责任彩票”建设
不能脱离法治的轨道

“责任彩票”不能脱离
法治轨道，不能离开制度的
笼子。

2017年体育彩票半年
工作会议上，全国体彩系统
首次明确了“建设负责任、
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公
益彩票”的发展目标。

2018年，国家体彩中心
将“责任彩票”建设列为重
点工作，结合国家体育总局
发布的《体育彩票发展“十
三五”规划》，科学制定并全
面实施“责任彩票”规划并
指导各省（区、市）体彩中心
开展责任彩票工作。到
2019 年，体育彩票系统的

“责任彩票”建设已经进入
到第三个年头。

新规倡导多人少买
深入打造品牌形象

2019年年初，三部委联
合出台一系列彩票监管新
规，我国彩票事业发展进入
政策变革期。这些彩票宏
观政策的变化，也印证中国
体育彩票提出建设“责任彩

票”、倡导多人少买、深入打
造品牌等思路，与当前的市
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是相吻
合的。

值得关注的是，三部
委联合发文为彩票高频快
开游戏和竞猜游戏紧急降
温，这反映了我国彩票管
理和发行机构坚决建设

“责任彩票”、维护购彩者
权益的决心。

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
行以来，体育彩票25年来
累计筹集公益金已超过
4500亿元。这些巨额公益
金被广泛应用于与民生紧
密相关的方方面面。

在公益金筹集金额创
下历史新高的同时，体育彩
票系统也愈加认识到平衡
好稳增长与防风险关系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肩
上责任的重大，不断从战略
的高度提出“落实责任彩
票，增强风险意识”“依法依
规治彩，强化风险管控”等
目标和要求。

“责任彩票”建设
成果令人瞩目

2018 年 3 月，国家体

彩中心发布了《中国体育
彩 票 2017 社 会 责 任 报
告》。这是体彩史上首份
社会责任报告，至2018年
底，全国 31 个省（区、市）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全部发
布了本区域的社会责任报
告，向社会宣示体育彩票
的社会担当。

2019年3月，国家体彩
中心发布《中国体育彩票
2018社会责任报告》。这份
新鲜出炉的报告，深度介绍
了体育彩票在履行公益责
任、依法合规运营、公开透
明开奖、优化购彩服务等方
面的行动实践，再一次向社
会展示体育彩票的社会责
任。

2019年，体育彩票迎来
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随
着一系列彩票新政策、新规
范的实施落地，体育彩票也
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人们
有理由期待，在“责任”引领
下，中国体育彩票公益成果
将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得到
更为广泛的展现，同时进一
步激发体育彩票从业者的
责任感、获得感、自豪感、幸
福感。

河体

围绕“责任彩票”建设
中国体育彩票都做了哪些事情？

今年3月，国家体彩中心发布《中国体育彩票2018社会责任报告》。让
人不禁好奇：围绕“责任彩票”建设，中国体育彩票都做了哪些事情？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77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03814元。

中奖注数
253 注

0 注
1475 注

中奖号码：9 7 2
“排列3”第19077期中奖号码

5 1 4
“排列5”第19077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33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02 04 16 24后区07 09

5 1 4 4 6

大乐透上期开出2注头奖
奖池70.75亿元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