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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富类即开型
体育彩票“一触即发”即将
在全国各地上市销售。该
票一套两张，单票面值10
元，头奖25万元。

本次发行的顶呱刮
新票“一触即发”主题名
称 寓 意 着 好 运 触 手 可
及。在玩法上，采用“找
奖金符号”加“数字匹配”
的组合玩法，玩法更加丰
富。此外，更值得一提的
是，在同面值产品中，“一
触即发”的中等奖较为丰
富。

在票面设计上，“一触
即发”色彩搭配靓丽，紫色
尊贵、红色经典，十分精
美。同时覆盖符号设计巧
妙，如游戏二中的发号码
与财号码进行匹配，匹配
成功就“发财”的概念，与
财富类主题颇为契合。

游戏一：刮开覆盖膜，
如果出现金额标志，即中
得该金额；如果出现发标
志，即中得奖金180元。

游戏二：刮开覆盖膜，
在任意一场游戏中，如果
财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
发号码相同，即中得该场
游戏右方所示的奖金金
额；如果出现顶呱刮标志，
即中得该场游戏右方所示
奖金金额的两倍。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购彩者每购买一张面
值10元的“一触即发”，就
有 2元成为体彩公益金。
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包括
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医疗、
助学、扶贫、残疾人事业、法
律援助、全民健身等公益事
业。购彩者每购买一张顶
呱刮彩票，就完成了一次做
公益的善举。 中体

助力竞技体育成绩斐然

从最初的国家队训练津
贴发放、添置训练器材、场地
建设，到改善运动员出国集
训和生活训练条件、提供外
出比赛训练经费，再到为国
内举办的各类高水平竞技性
比赛提供支持，可以说，奥运
会、世界杯、世锦赛等赛场上
飘扬的国旗背后，都有体彩
公益金的默默付出，都有每
一位购彩者的支持。

2011年至2018年，国家
体育总局共支出33.7亿元本
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资助
竞技体育工作，包括国家队备
战奥运会15.45亿元，高水平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11.34亿
元，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办赛经
费2.29亿元，国家队转训基地
基础设施建设1.86亿元，补助
国家队训练津贴1.65亿元，军
体器材项目购置维护0.61亿
元，运动员创业扶持基金0.43

亿元，支持西部省区竞技体育
发展0.036亿元。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
中国健儿们一次次走上国际
顶级赛事的领奖台，赛事有
期，逐梦无限，追求更快、更
高、更强的激情，追求体育强
国的中国梦想，永不退场！

奥运冠军的坚实后盾

射击奥运冠军张梦雪曾
谈起体彩公益金对竞技体育
的贡献：“体彩公益金广泛用
于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
计划,无论是鸟巢、水立方这
样的奥运场馆,还是建在公
园、小区里的健身设施,以及
我们运动员的奖牌,背后都
有体育彩票公益金的贡献。”
大到举办奥运会的北京鸟
巢，小到各地为专业运动队
修建的比赛训练场地，都得
到了体彩公益金的资助，受
益于体彩公益金的运动员和

教练员们也曾多次表示过对
体育彩票和购彩者的感谢。

2019年，是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25
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
筹集公益金超过4900亿元。
中国体育彩票让一座座规模
宏大的现代化体育场馆拔地
而起，让中国健儿们一次次
走上国际顶级赛事的最高领
奖台，赛场上每一次的“升国
旗、奏国歌”，都是所有体彩
人和购彩者的骄傲。

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每
一张小小的彩票，都能拥有
大大的力量。履行社会责
任，体彩全力以赴，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国家公益彩票
的庄严承诺。体育强则国
家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未
来，中国体育彩票将不忘初
心，继续为健康中国建设贡
献力量，与拼搏向上的中国
体育一起，为实现中国梦矢
志奋斗。 中体

国庆长假休市前夜

鹤壁购彩者收获1注千万头奖
9月 30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14期开奖，前区开出号
码“03、05、07、20、23”，后区
开出号码“04、11”。当期是
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96期开
奖，以2.93亿元的全国发行
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1.05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3注头
奖，全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1000万元。3注头
奖分落河北、河南和湖南。

数据显示，河南中出的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
鹤壁，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
1胆11拖+后区2拖”的胆拖
复式票，投注额660元，单票
擒奖1011万元。

河北中出的1000万元基

本投注头奖出自邯郸，中奖彩
票为一张336元“8+3”复式
投注票，在中得1注一等奖之
余，还中得2注二等奖和多注
其它奖项，单票擒奖1148万
元。湖南中出的1000万元基
本投注头奖出自怀化，中奖彩
票是一张2元单式投注票，票
面仅有1注号码。

稍微遗憾的是，由于没有
采用追加投注，来自河北、河
南、湖南的幸运儿在一等奖方
面均没能多拿80%奖金，齐
齐无缘1800万元的追加投注
头奖。

二等奖中出75注，单注
奖金71.01万元。其中21注
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56.81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127.82万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 234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
四等奖中出646注，单注奖金
为 3000 元 。 五 等 奖 中 出
12666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22114注，单
注奖金为200元。七等奖中
出34607注，单注奖金为100
元。八等奖中出644329注，
单注奖金为15元。九等奖开
出6876363注，单注奖金为5
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体彩大
乐透奖池滚存 26.18 亿元。
国庆长假期间，彩票市场休市
7天，体彩大乐透将在10月9
日（周三）迎来下一期也就是
第19115期开奖。 河体

体彩公益金为竞技体育护航
9月28日，在本届女排世界杯的第十轮比赛中，中国女排战胜了塞尔维亚女

排，以10连胜的骄人战绩，提前一轮卫冕，成为第一个世界杯“五冠王”，这是中国
女排赢得的第十个世界大赛冠军，也是她们为祖国母亲送上的最美生日礼物！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正如女排姑娘们一样，无数中国体
育健儿为了这个梦想艰苦训练、顽强拼搏，而在他们的背后，一直都存在着一个强
大后盾——中国体育彩票。

有人说“坚持就是胜
利”，也有人说“早中晚中，早
晚会中”，更有人说“梦想总
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但这些都是“别人家的孩
子”。9 月 20 日，七星彩第
19110期开奖，云南省曲靖市
一个体彩销售网点中取500
万元大奖。

在体育彩票中大奖历史
上，中千万元以上大奖比比
皆是，中个500万元应是不足

为奇。但是，一张张相同投
注内容、不同投注期数的彩
票呈现在面前，足以证明：我
们和大奖之间的距离，仅仅
就隔坚持。

“用零花钱投注美好希
望”是公益体彩倡导的购彩
理念，也是每个热爱体育彩
票购彩者的初心。在投注公
益、奉献爱心的同时给自己
一份美好希望，享受的是满
怀期望的购彩过程，当投注

已是一种习惯，中或者不中，
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大奖终有得主，付出就
有希望”！10元或20元，你
有、我有、大家都有，但并不
是人人都能坚持投入，何况
能坚守相同号码从一而终更
难能可贵；如今，我们这位大
奖得主，他做到了。从我们
收集到的不同期数的数张彩
票，足以佐证，体彩有你更精
彩，成就梦想靠坚持。 中体

守号数年 终获体彩大奖

顶呱刮又出新票啦

“一触即发”
即将在全国上市

9 月 28日，正值国庆
重阳双节即将来临之际，
河南体彩商丘分中心走进
商丘市睢阳区娄店乡敬老
院进行爱心公益捐助活
动。本次活动还邀请了体
彩业主中的党员代表共同
见证了这一爱心公益捐赠
时刻。

本次捐赠活动不仅为
敬老院的老人们带来了生
活必备用品，同时也带来
公益体彩对敬老院的老人
们的关心和关爱。在捐赠
仪式上，商丘分中心主任
魏杰也提到体育彩票是国
家公益彩票，公益活动一
直是体彩热衷的工作之
一。

仪式结束后，商丘分
中心主任魏杰还到老人所
住屋内为老人们整理了床
被，并和各位老人进行了
亲切的交谈。受捐助老人
们都非常高兴和激动，用
颤抖的双手拉着工作人员
的手久久不愿分开，嘴里

一直重复着感谢体彩的关
心！

中国体育彩票发行25
年来，以体彩公益金为重
要组成部分的中央集中彩
票公益金，在社会公益事
业方面的使用范围越来越
广，包括补充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扶贫、抗震救灾、
城乡医疗救助、教育助学、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事业、
残疾人事业、红十字事业、
文化、法律援助、农村贫困
母亲“两癌”救助等。近年
来，彩票公益金重点向“补
短板”的社会公益事业项
目倾斜，向困难行业和弱
势群体倾斜。

中国体育彩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本次借助
双节慰问敬老院的老人们
的公益活动既彰显了体彩
的公益形象，同时也践行
了体彩的公益使命，为建
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
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添
彩助力！ 河体

喜迎国庆重阳 体彩关爱老人

商丘分中心
爱心捐赠娄店乡敬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