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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1625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75期中奖号码
2 8 13 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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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976元，中奖
总金额为139379元。

中奖注数
4 注

216 注
4309 注

132 注
158 注

10 注

0 元
32785 元

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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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6 注

113 注
344 注

4302 注
7081 注

52909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5 注
7 注

148 注
216 注

1571 注

01 07 16 18 20 23 25 28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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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866元。

中奖注数
547 注
460 注

0注

中奖号码：4 6 4
“排列3”第19175期中奖号码

3 8 9
“排列5”第19175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75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06 07 11 16后区02 11

3 8 9 5 8

机选号码带来意外惊喜

周口购彩者喜中排列五一等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刘东 文图

6月26日下午，河南体
彩中心周口分中心兑奖大厅

迎来一位幸运的购彩者李先
生，他的彩票中得排列五第
19168期一等奖1注。李先
生透露，中奖彩票是他机选
的号码，这让他感到非常意
外和激动。

据了解，李先生是一
名体育彩票的忠实购彩
者，尤其喜欢玩法简单有
趣味的排列彩。重要的
是，自己在娱乐的同时还
能为国家公益事业做贡
献，这是李先生长期以来
坚持购彩的动力。

6月23日晚上，李先生
饭后散步来到了家门口附近
的体育彩票销售网点，机选

购买了4注排列五。等再次
来到该彩票网点时，销售员
告诉他6月 24日店内中出
一注排列五一等奖，李先生
急忙掏出自己的彩票查看号
码，正是自己机选购买的其
中一注号码！

李先生表示，此次机选
中得大奖，特别幸运，奖金要
拿来和家人一起分享。同时
今后会更加坚定地购买体育
彩票，每期买几注，花费不
多，却能在支持公益的同时，
带来意外的惊喜。

一份小小投入，换来幸
运与惊喜，投注中国体育彩
票，让快乐与美好发生！

6月29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74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8、09、13、14、34”，后区开
出号码“05、07”。本期是新规
则上市后的第56期开奖，通过
3.01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
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1.08 亿
元。当期全国共开出3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花
落河北、山东和河南。

从河南省体彩中心获悉，
我省中出的1000万元一等奖
出自新乡，中奖彩票为一张9+
3复式票，投入378元，单票收
获奖金1117万元。

另外，河北中出的 1000
万元一等奖出自唐山，中奖彩
票为一张5注10元投入的单
式票。山东中出的1000万元
一等奖出自淄博，中奖彩票为
一张5注10元投入的单式票。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
用追加投注，本期3地幸运购彩
者，在头奖方面均少拿了800万
元追加奖金，从而无缘1800万
元单注追加封顶一等奖。

二等奖开出90注，每注奖
金为54.24万余元；其中48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3.39万余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97.64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天津
东丽一网点售出一张20倍投、
60元投入的单式倍投追加票，
共中出20注追加投注二等奖，
单票收获奖金1952万元，成
为最大的赢家。

三等奖中出168注，单注
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
出 629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13044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
出19228注，单注奖金为200
元。七等奖中出31233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
出621106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6915834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43.72亿元滚存至7月1日
（周一）开奖的第19075期。

河体

支持全民健身
聚焦脱贫攻坚

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
安排彩票公益金208948.39
万元开展群众体育工作，其
中，用于援建公共体育场地
设施和捐赠体育健身器材
124345万元，资助群众体育
组织和队伍建设4084万元，
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66011万元，组织开展全
民健身科学研究与宣传
14508.39万元。

体彩公益金支持各地建
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59000
万元，用于支持地方建设社
区健身中心、体育公园设施、
健身步道、自行车道设施等
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根据中央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分配资
金时统筹考虑贫困县、财政
困难程度、西部地区等因素，
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向贫困
落后地区倾斜。2018年共
支持地方建设社区中心166
个、体育公园115个、健身步
道（包含健身步道、自行车
道）154条。

组织开展全民健身赛事
活动投入15371万元，其中，
资助7911万元用于各地开
展各级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包括新年登高活动、纪念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题词66周年、“全民健身
日”、重阳登高主题活动，群
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活动、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及家
庭趣味运动会等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以及支持社会力量
举办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在资助或组织开展青少年体
育活动方面，与2017年相比
增加了青少年U系列赛事体
系建设，使用 12350 万元。
2018 年，安排 U 系列赛事
373项次比赛，涉及42个大
项，另举办了击剑等4个项
目俱乐部联赛和田径等5个
项目传统校联赛，共计11.7
万余名青少年参赛。

助力竞技体育
力度逐步提高

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
安排彩票公益金 89751.61
万元，其中用于全国综合性
运动会办赛经费2000万元，
支持国家队备战和参加国际
综合性运动会 87751.61 万
元。

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
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在资助
竞技体育工作方面，力度逐
步提高，与2017年度相比，
用于竞技体育工作的公益金
从 61335.61 万 元 上 升 至
89751.61 万元。通过占比
进行比较，2018年度资助竞

技体育工作的公益金占本级
体彩公益金总额的30%，而
2017 年度占 23.21%，2016
年度则为11.92%，呈逐年上
升趋势。其中仅支持国家队
备战和参加国际综合性运动
会一项，就比 2017 年增加
52133万元。

2018年体彩公益金在
支持国家队备战和参加国际
综合性运动会方面，包括四
项：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保障
45850.66万元、国家队训练
津贴安排预算 4558.95 万
元、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
600万元、国家队转训基地
改善条件36742万元。

其中，奥运争光计划纲
要保障项目作为备战经费的
重要补充，主要保障全国单
项体育协会在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过程中，为完成备战奥
运任务实施的集体球类走出
去、跨界跨季跨项选材等新
举措所需的训练、器材、复合
型团队建设等各项经费开
支。

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统一发行25周年。25年
来，中国体育彩票紧跟改革
开放和时代发展步伐，经历
了起步、探索到快速发展，截
至目前，累计为国家筹集公
益金超4800亿元，为国家公
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河体

29亿公益金的使用清单：
这些与你我相关
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18年度本级体彩公益金使用情况

6月28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18年度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
用情况。2018年度，按照财政部批复的预算，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使用
彩票公益金298700万元，用于开展群众体育工作和资助竞技体育工
作。其中，70%用于开展群众体育工作，达208948.39万元；30%
用于资助竞技体育工作，达89751.61万元。

李先生中奖彩票

新乡购彩者
中出大乐透头奖
当期大乐透开3注1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