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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万
物更新的大好时节，让人心情
格外愉悦！近期我省体彩喜
讯频传，3月28日，体彩顶呱
刮再传捷报，平顶山一购彩者
喜中体彩顶呱刮“锦绣”100
万元大奖！

3月28日这天，河南省体
彩中心迎来了一位“客人”小

张，原来他是来兑奖的。据小
张介绍，他平时非常喜欢购买
体彩顶呱刮，那天他和妻子饭
后散步，路过平顶山市区一家
体育彩票网点，就进去刮了几
张。

在销售员的推荐下，夫妻
俩购买了一本面值20元的“锦
绣”。刮了几张之后，俩人突然
发现其中一张“似乎”中了一百
万元，当时没敢惊动销售员，就
一声不吭地走了，网点销售员
也毫不知情！小张说，他和妻
子非常激动，前半夜一直没睡
着，始终“盯着”这张即开票，怀
疑是不是眼花看错了？直到反
反复复看了数遍，确认这张票
中了百万大奖无疑之后，他俩
才勉强入睡。

第二天，夫妻俩经过商量
就坐车直奔郑州，迫不及待地
来到省体彩中心兑奖了。据了
解，夫妻俩买的新房刚刚拿到
钥匙，正愁没钱装修呢，百万大
奖正巧解了燃眉之急！

您每购买一张体彩“顶呱
刮”即开型彩票，35%的资金将
作为体彩公益金，用于支持社
会公益事业！祝贺这对幸运的
夫妻，希望他们支持公益的同
时，今后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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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9035期开奖，当期全
国共开出5注头奖。其中2
注为追加投注一等奖，单注
奖金1800万元（含800万
元追加奖金），分落河南、吉
林；3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落
北京、福建和新疆。

记者从省体彩中心获
悉，我省中出的1800万元
追加一等奖出自焦作市高
新 区 万 鑫 商 城 北 区
4108110034体彩网点，中
奖彩票为一张1注号码、3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这
也是大乐透新规实施以来，
我省购彩者中出的首注
1800万追加头奖。

据中出大奖的体彩网
点业主李先生介绍，他的网
点处于商城里，平常散客比
较多，好多都是逛街路过买

点彩票，所以他对这次的中
奖者并没有印象，根据中奖
彩票的投注方式判断，这位
购彩者可能是机选。“当天晚
上，我关门比较晚，大乐透一
开奖就知道我店里面中了个
1800万头奖，太激动了，开
店四年了，二等奖也中过，一
等奖还是头一回。”

另外，吉林中出的1800
万元一等奖出自白城，中奖彩
票为一张6+2复式追加票，投
入18元，单票中奖1801万
元。北京中出的1000万元一
等奖出自朝阳区，中奖彩票为
一张6+2复式票，投入12元，
单票中奖1001万元。福建中
出的1000万元一等奖出自泉
州，中奖彩票为一张8+2复式
票，投入 112 元，单票中奖
1005 万元。新疆中出的
1000万元一等奖出自喀什，
中奖彩票为一张7+12复式

票，投入2772元，单票中奖
1499万元。

当期二等奖开出 185
注，每注奖金为21.99万余
元；其中 39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17.59万
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
总奖金为39.59万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 399
注，单注奖金为10000元。
四等奖中出 1135注，单注
奖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
出 23574 注，单注奖金为
300元。六等奖中出25960
注，单注奖金为200元。七
等奖中出61262注，单注奖
金为 100元。八等奖中出
783319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 7639359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
回落，69.90亿元滚存至4月
1日开奖的第19036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建设责任彩票 直面坊间质疑

彩票新政下别被三个论断误导

论断
彩票新政导致销量下

滑，不利于筹集更多的彩票公
益金，是为彩票公益拖后腿

彩票新政的推行会不会
造成销量下滑？答案是：可能
会。但这也折射了我国彩票
销量快速增长后的一次“理性
回归”，是尊重彩票发展基本
规律的必由之路。

在高频快开和竞猜游
戏销售中，出现了一些大额
投注、非理性投注的情况，

“问题购彩者”令人担忧，进
而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因此，一系列彩
票新规的出台非常有必要，
有助于保障我国彩票事业
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

在2019年全国体彩品
牌营销与渠道工作培训会
上，总局中心相关负责人在
讲话中曾就此次彩票新政发
表了“短期困难会迎来长期
更大的发展”的观点。如同
人在发烧时会困乏，退烧后
又会精神抖擞一样，彩票市
场经过必要的肌体调理，也
将重新焕发生机，以筹集公
益金为核心驱动的彩票销售
市场亦将踏回健康的坦途。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发展彩票事业，不但不会制
约销售表现，反而会促进彩
票市场风清气正，筹集更多
的公益金。

论断
彩票新政挡住了一些

购彩者，很可能将他们推向
赌博和私彩

我国彩票事业发展，其
核心属性在于公益性，进而为
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提
供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彩票
发展需要更多的人以理性购
买彩票的方式参与到公益中
来。这也是国家彩票倡导的

“多人少买”与私彩所宣扬的
“赌”在理念上的本质区别。

客观而论，彩票新政的
实施确实会对购彩成瘾者
构成“打击”。换句话说，新
政最终杀掉的是不理性购
彩的“瘾”与“毒”。而这种
在政策层面强制戒毒、戒瘾
的举措，在赌博和私彩中是
不可能出现的。

彩票新政出台后，微博
网友“廖梦初”发表观点：国
家出台措施对彩票秩序进
行治理相当及时，把非理性
购彩者“解救出来是国家的
责任”，这一观点对于购彩
者正确认识当前的彩票形
势有着客观积极的意义。

论断
彩票新政令代销者叫

苦不迭，投注站的寒冬来了

全国体彩代销者和销售
人员是一支辛勤的队伍，筹集

公益金他们功不可没。同时，
这支队伍也是“铁打的营盘流
水的兵”，离开的原因或许各
有不同，但坚持下来的都是强
者、智者和擅长适应变局者。
退出者始终是少数，大多数网
点工作人员依然会迎风而进，
因为他们更加看好中国彩票
的整体市场环境和未来前景。

事实上，在体育彩票代
销者队伍中，很多人对责任
彩票都有着切身的认识。北
京市房山区体彩网点业主刘
春梅表示，要转化新的购彩
客户，留住老客户，就要引导
购彩者理性购彩，“让购彩者
把购彩当成一种细水长流的
习惯，以娱乐和为公益事业
做贡献为目的。”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
益彩票，代销者也因此肩负着
重要的社会责任。彩票代销
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抵制互联
网售彩、不向未成年人售彩、
主动引导购彩者防沉迷等等，
都是履行彩票社会责任的具
体体现。同时，中国体育彩票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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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含了对代销
者权益的保护。

如果说，彩票新政的推
出为我国彩市下了一场“局
部冬雨”，那么，我们也不妨
以雪莱的名句为这场雨进
行浪漫的引申——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 河体

今年春节前夕，国家出台一系列彩票新规，加强高频快开游戏和竞
猜游戏的市场监管。在引起社会和公众对责任彩票建设的高度关切的
同时，坊间一些不合理的论断却容易产生误导。

新房装修愁没钱
顶呱刮奖金来救急
平顶山购彩者喜中“锦绣”100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朱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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