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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29153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63期中奖号码
14 16 17 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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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664元，中奖
总金额为157883元。

中奖注数
2 注

248 注
4296 注
225 注
298 注
10 注

1291047 元
24679 元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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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06 07 09 13 19 21 29

第201907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5 注

21 注
230 注
428 注

2452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2 注
8 注

210 注
781 注

7802 注
14968 注
88266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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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902元。

中奖注数
682 注

0 注
899 注

中奖号码：8 9 4

“排列3”第19163期中奖号码

4 9 3
“排列5”第1916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70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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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球号码

双色球近期中奖号码分布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密集出台多份重磅文件

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的文件，近年来密
集出台。仅在2016年，国务
院就先后印发两份重磅文
件：《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和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
作的意见》。“尽管如此，目
前关爱服务体系建设仍存
在很多短板，比如，机构建
设还不够到位，工作力量配
备不够足、社会力量参与度
不够广泛等。”郭玉强说。

据介绍，《意见》理清了
两类机构功能定位：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对生活无
着的流浪乞讨、遭受监护侵
害、暂时无人监护等未成年
人实施救助，主要承担临时
监护责任和组织开展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职责；儿童福利机构
（福利院）主要负责收留抚
养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的未满18周岁儿童，其主要
承担的是长期监护责任。

《意见》还鼓励有条件
的市地级以上儿童福利机
构不断拓展集养、治、教、康
于一体的社会服务功能，力
争将儿童福利机构纳入定
点康复机构，探索向贫困家
庭残疾儿童开放。

两大重要角色履职有要
求

在《意见》中，出现了
“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
员”两个重要角色。《意见》
要求，在村（居）一级设立

“儿童主任”，由村（居）民委
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
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任，优
先安排村（居）民委员会女

性委员担任，具体负责村
（居）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在乡
镇（街道）一级设立“儿童督
导员”，由乡镇（街道）人民
政府明确一名工作人员担
任，具体负责乡镇（街道）的
关爱服务工作。同时，儿童
主任和儿童督导员将受到
跟踪管理。

“之前，名称并不统一，
《意见》规范后，今后村（居）
一级的统称为‘儿童主任’、
乡镇（街道）一级的统称为

‘儿童督导员’，便于社会认
知和关心支持他们的工
作。”郭玉强说。

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增
50%

孤儿作为特殊群体，其
相关保障工作也受到特别
关注。郭玉强介绍，在多年
工作基础上，2010年开始，
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发布
为标志，中央财政建立了专
项转移支付，补助各地为孤
儿发放基本生活费。

民政部经与财政部协
商，决定从2019年开始，中
央财政补助东、中、西部的
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在原
来基础上增加50%。

在提高孤儿生活费补
助标准的同时，我国还把孤
儿保障的内容逐步向医疗
和教育保障拓展。“在养、
治、教、康4个方面，我们立
足全都保障起来。”郭玉强
说，将继续实施“孤儿医疗
康复明天计划”，对孤儿医
疗康复费用医保报销后的
自付费部分给予补贴，支持
有医疗康复需求的孤儿渡
过难关。 中彩

福彩即开票手工艺品大赛开始啦
单位或个人均可参与，时间截至7月15日

为进一步弘扬福彩文
化，倡导公益环保理念，近
日，河南省福彩中心举办以

“福彩，为祖国发展增福添
彩”为主题的即开票手工艺
品大赛，以此提升福利彩票
公益形象，传播“公益、慈善、
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
化，提升即开票刮刮乐品牌
知名度。

此次活动，参赛对象为
热爱福彩即开票的彩民，申
报截止日期为 7 月 15 日。
同时，为便于作品运输、展
示和存储，具体要求为：作
品主题方面，以展现新中国
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取得重要发展成

就为主题进行创作，要求主
题鲜明、内容积极等；作品
类型方面，仅征集使用福利
彩票即开票拼接的平面手
工艺品，根据需要可少量使
用电脑福利彩票；制作要求
方面，要求制作精美、具观
赏性，平面手工艺品需控制
尺寸，底板材质为纸板或其
他较轻的硬度板等。此外，
拍摄作品制作过程视频和
成品高清图；参赛作品必须
完整无损，牢固性强，便于
运输，若参赛作品损坏将取
消评选资格。

参赛者需按照要求填写
参赛表格，打印后的签名扫
描文件以及作品图片和视频

资料于7月15日前发至邮箱
flcpggl@163.com。省福彩
中心将在7月20日至8月12
日期间举办评比活动，评选
出其中的优秀作品推荐参加
全国竞赛活动。

此外，本次全省即开票
手工艺品大赛活动的解释及
说明权归属河南省福彩中心
所有。活动组织或方案如有
变动，以实际发生为准。参
赛单位或个人提交作品即视
为同意所提交的参赛作品统
一归集到省福彩系统。希望
热爱福彩即开票的彩民踊跃
参加。（详细要求、参赛表格
等，以河南福彩网发布的通
知为准） 豫福

3期头奖19注 蓝号03最“冷”
上周双色球持续开出头奖，目前奖池8.39亿元

上周（6月 10日至 6月
16 日），双色球第 2019067
期至第2019069期，共开出
头奖19注，总销量10.32亿
元。其中，第2019067期开
出头奖 5 注，单注奖金 797
万多元；第2019068期开出
头奖 6注，单注奖金 809 万
多元；第2019069期开出头
奖 8注，单注奖金 728 万多
元。

数据显示，上周双色球
开出的19注头奖，共分布14
地。其中，广东（不含深圳）

中出3注头奖位居榜首，辽
宁、四川、江苏中出2注头奖
并列第二，其他地区头奖分
布较为平均。

开奖号码方面，上周红
球分布较为均衡，隔码出现
的情况较多，06、11、14、20
均为隔码，这种分布规律引
起了一些彩民的关注。蓝球
号码方面，近3期开出“11、
10、01”，因为全部为“0、1”
组成，被一些彩民戏称为“二
进制代码”。蓝球“03”相对
较“冷”，已有 36 期未见踪

迹。
上周，双色球周销量为

10.32亿元，较上上周环比、
去年同比都有所增加。其中
第2019067期销量为 3.3 亿
多元，第2019068期销量为
3.31 亿多元，第 2019069 期
销量为3.7亿多元。

近期双色球一等奖开出
数量较为稳定，奖池水位稳
中有升，目前双色球奖池金
额8.39亿多元，下期彩民朋
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
元。

彩票公益金助力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民政部联合10部门发文，帮扶困境儿童等

6月初，由民政部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等10
部门制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送上大礼包。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介绍，《意见》要求各
地结合实际需要，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经费保障。特别是要求各地统筹使用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等资金，用于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
作。民政部本级和地方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
彩票公益金，要逐步提高儿童关爱服务使用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