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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2

每注金额
4779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59期中奖号码
3 4 10 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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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172元，中奖
总金额为181540元。

中奖注数
9注

479 注
6338 注

323 注
300 注

20 注

92978 元
4620元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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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8 注
23 注

799 注
967 注

14138 注
13318 注

10717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2注
1注

33 注
28 注

371 注
418 注

3012 注

07 08 11 16 17 26 29 22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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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816元。

中奖注数
591 注
670 注

0 注

中奖号码：9 8 9
“排列3”第19259期中奖号码

4 3 2
“排列5”第19259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111期中奖号码

前区06 15 20 23 27后区08 10

4 3 2 2 7

“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 5

助力全民健身 让南阳更具活力
体育彩票公益金已成为南阳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全国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区）”试点单位、“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最具活力
城市”……多年来，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撑下，南阳市体育事业不断取得优异成
绩，尤其是全民健身事业，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得到广泛好评。走访过程中，南阳
市体育局调研员黄华表示，未来将继续发力，让更多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中，让城市
更具活力。

体育彩票公益金做支撑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每天就像面对崭新的自
己。”今年15岁的孙荧荧，是
南阳市赛艇队的一名运动员，
刚参加比赛的她表示，很珍惜
目前的训练条件，每天她都充
满活力，立志成为优秀运动
员，为国争光。

“训练器材不断更新，运
动员生活标准提高……”南阳
市赛艇队主教练刘刚分享多
年感触，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
支持下，更多的南阳“好苗子”
得到了科学训练，代表国家比
赛取得了好成绩。

“心情好了，身体也好
了，可以说是天天礼拜天，天
天像过年。”今年64岁的崔大
爷退休后，几乎每天都会到白
河岸边的健身场地跳广场舞，
丰富了老年生活，提升了幸福
感。为了舒活背部筋骨，75

岁的郑大娘每天使用体育彩
票公益金建设的公共健身器
材，坚持两小时力所能及的锻
炼。“现在有器材了，真好，要
谢谢党和政府。”

走访过程中，“活力”已成
了众人对南阳印象最深的标
签，而这背后，体育彩票公益
金功不可没。南阳市体育局
调研员黄华表示，近年来南阳
体育彩票销量连续攀升，所募
集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全部投
入了体育事业，为南阳市全民
健身、竞技体育的发展等提供
了强大支持，已成为支撑南阳
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
源。

群众幸福感提升
全民健身活力十足

“集合啦！抖起来，抖出
咱们的风采！”在南阳市抖空
竹专用场地上，爱好者在认真

地抖空竹。南阳市抖空竹协
会会长金维国介绍说，这几年
在南阳市体育局的支持下，使
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建设了专
用的抖空竹塑胶场地，抖空竹
运动也从自发发展到有组织
的活动，动作难度越来越高，
还时常参加比赛。越来越多
的市民参与其中，包含各个年
龄段，县区的抖空竹运动也开
始发展起来了。

“这仅仅是南阳全民健身
发展的一个缩影。”黄华说，南
阳作为首批“全国全民健身示
范城市（区）”试点单位，“十三
五”以来，投入体育彩票公益
金1亿多元，实施了1038个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和150条
健身路径、21个多功能运动
场等建设。实现了城市社区

“15分钟健身圈”和全市 36
个街道、272个社区、180个
乡镇、3986个行政村全民健
身设施基本全覆盖。

同时，还每年投入 600
万，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1000多场次，参与人数超过
500万，呈现出“天天有活动、
周周有比赛、月月有大赛、季
度有亮点、常年不断线”的局
面。此外，还利用一流场馆，
引进承办了全国青年跆拳道
冠军赛等世界级、国家级、省
级大型体育赛事 60多场次
等，进一步促进了全民健身事
业的发展。

对于将来，黄华表示，将
继续贯彻南阳市委市政府的
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多为老百姓建设健身场
所，多开展丰富多彩的赛事活
动，办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

9月21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9110期开奖，前区开
出号码“01、19、23、24、30”，
后区开出号码“04、05”。本
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92
期开奖，通过3.04亿元的全
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
公益金1.09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3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为 1000 万
元，分落北京、山东和云南。

数据显示，北京中出的
1000万元出自通州，中奖彩
票为一张8+3复式票，单票
擒奖1131万元。山东中出
的1000万元出自淄博，中奖
彩票为一张8+3复式票，单
票擒奖1131万元。云南中
出的1000万元出自昆明，中
奖彩票为一张9+3复式票，
单票擒奖1133万元。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
采用追加投注，本期来自北
京、山东和云南的三地幸运
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
均少拿了 800 万元追加奖
金，从而无缘单注1800万元
追加封顶一等奖。

二等奖开出85注，每注
奖金为 62.57 万余元；其中
29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50.05万余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12.63万元。

大乐透新规自2月20日
施行以来，已经开出了很多
超值二等奖。据统计，大乐
透新规施行的前三个月的41
期开奖中，就开出5368注二
等奖，其中追加高达 2474
注！追加后奖金超过200万
元的有3期，共开出44注追
加二等奖；超过100万元而
低于200万元的有14期，共
开出373注追加二等奖。也
就是说，单注追加后奖金达
到百万级二等奖的有17期，
共开出417注！

而 去 年 同 期（18019~
18059期）的41期开奖当中，
共开出3065注二等奖，其中
追加1449注，最高单注追加
奖金61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27.96亿元滚存至9月
23日开奖的第19111期。

爱心救助困难群体

体彩许昌分中心慰问患病女孩

新规后
大乐透频开百万二等奖
第19110期开3注1000万头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9月 18日上午，河南体
彩许昌分中心主任胡波、副主
任贾晓鹏以及体育彩票爱心
公益的部分体彩业主，一同来
到许昌市魏都区郭庄村看望
患肺动脉高压症的8岁女孩
小雅（化名），送去体育彩票的
关爱以及米面油、牛奶等生活
必需品。

近日，许昌8岁女童跑到
药店自己买“伟哥”的一段视
频在网络热传，触动了很多
人。据了解，这名女孩名叫小
雅，3岁就患上了肺动脉高压

症，每天靠吃“伟哥（西地那
非）”维持生命。为了给小雅
治病，这些年，家里已经花掉
40多万元，背负着7万元外
债，经济十分困难。得知小雅
的情况后，河南体彩许昌分中
心爱心公益一行，9月 18日
来到小雅家中看望慰问，捐赠
爱心，帮助小雅渡过难关。

小雅的母亲尚女士对许
昌体彩分中心的到来表示感
谢，她说，小雅患上的是肺动
脉高压中最为棘手的一类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情况

很特殊，找不到发病的确切原
因，只能使用药物把肺动脉压

“强压”下来，维持到相对正常
的水平。但进口药太贵吃不
起，只能吃西地那非维持生
命，而且药不能停，停了等于
窒息，就靠这药续命。

河南体彩许昌分中心爱
心公益一行，用实际行动体现
体育彩票“公益体彩 乐善人
生”的公益理念，把这份公益
爱心传递下去，让社会更多爱
心人士伸出援手，帮助小雅渡
过难关，早日恢复健康。河体

南阳市民在专用的塑胶场地上抖空竹 省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