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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10日连续两
天，洛阳分中心积极配合河
南省体彩中心“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活动，为孟津县常平
小学、宜阳县夏街小学的同
学们送去了爱心。

这两日都是阴雨天，天
空飘着密密的小雨，虽然天
气有些阴冷，但河南省体彩
中心洛阳分中心的工作人员
一早便热火朝天地搬运着篮
球、足球、羽毛球等各式各样
的体育器材，这是为洛阳市
孟津县常平小学和宜阳县夏
街小学的孩子们送去的温
暖。而尝试各种体育运动，
强身健体，也是每一个乡村
小学学生在体育课堂上的梦
想，看着眼前崭新的体育器
材，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
蹈。

由于这两日天气条件的
限制，“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捐赠仪式均于上午十点
在室内举行。仪式过后，由
河南省体彩中心洛阳分中心
主任李文强向学校赠送“快
乐操场”牌匾，并带领着爱心
代销者们将崭新的体育用品
分发到孩子们的手中。当孩

子们收到体育器材后，高兴
地举着自己喜欢的器材，笑
着，跳着，最后一齐向在场的
爱 心 人 士 回 敬 了 少 先 队
礼。

捐赠仪式后，由河南省
体校的老师带领同学们进行
了气氛愉悦的“快乐课堂”体
验。看着孩子们欢闹的身
影，常平小学和夏街小学的
校长深深被感动：学校自开
设以来，基础设施跟不上，体
育器材的匮乏一直是影响学
生锻炼的主要原因，这次捐
助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畅快
地享受到体育锻炼带来的健
康和快乐。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公益项目是中国体育彩票在
2012年发起的一项全国性
公益活动，主要面向贫困边
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缺乏体育
器材的中小学，捐赠必要的
体育器材和体育设施，满足
孩子们强身健体的需要。今
年我省共有447所学校报名
参加，报名学校数量创历年
之最，最终选取25所学校作
为今年的受赠学校。

河体

选号“随心所欲”意外中得头奖
济源购彩者领七星彩50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10月 8日晚，七星彩第
19115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
唯一一注500万头奖，幸运
地被我省购彩者收入囊中。
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
式票，出自济源市济水大街
与天坛路交叉口西200米的
4118010003体彩网点。

10月14日下午，这位七
星彩大奖得主姗姗来迟，现
身河南省体彩中心领奖。据
了解，大奖得主叶先生可谓
是七星彩的忠实粉丝，自从

七星彩上市就开始购买。“起
初跟朋友凑热闹加入了‘彩
票圈’，时间长了觉得这种数
字游戏还挺有意思，隔三差
五地买点，调剂一下生活。”

说起七星彩，叶先生回
忆道：“刚买七星彩的前几
年，我每期花2块钱买一注号
码。记得有一段时间，居然
连着二十期左右，期期都能
中5块钱，想起来都觉得神
奇，号码都是我随心所欲选
的 ，其 中 有 一 期 我 用 了

‘1234567’投注，居然也中了
5块钱。”自从这件事以后，叶
先生就爱上了七星彩。“虽然
5块钱不值得一提，但是能中
奖我就很开心了，总感觉七
星彩能给我带来幸运！”

领奖的前一天是七星彩
开奖的日子，叶先生又去买
彩票，“看见网点里面贴出来
的大奖喜报，中奖号码有点
似曾相识但又不敢确定，于
是买了新一期七星彩就匆匆
回家了。”回到家找出来之前
买的七星彩，发现中大奖的
人原来是自己，“有点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上网查
看再三确认。赶紧给媳妇儿
打了电话，告诉她好消息，全
家人一起高兴！”

领完奖，叶先生表示，中
得大奖非常意外，回家后得
跟家人好好规划，“好好工
作，好好生活才对得起这份
幸运！”叶先生的这种心态值
得赞赏，也希望广大购彩者
理性投注，快乐购彩。

上周（10月 7日-10月
13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
省销售约2.30亿元，通过销
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
金约0.57亿元,其中的一半
约0.28亿元用于支持我省的
体育事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
业;另一半上缴中央用于全国
公益事业。其中，上缴中央的
体彩公益金60%用于补充全
国社保基金，约0.17亿元。

2019年1-3季度，河南
省已销售体育彩票总量约
123.38亿元，通过销售体育
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
30.06亿元，其中用于我省和
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各约

15.03亿元。上缴中央的体
彩公益金60%用于补充全国
社保基金，约9.01亿元。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为
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
行、依法销售的国家公益彩
票。体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
奖金、发行费和公益金，彩票
资金构成比例由国务院决
定。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公
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
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法律援助、教
育助学、城乡医疗救助、扶
贫、残疾人救助、红十字事
业、赈灾救灾、农村养老服

务、文化事业等。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比

例为：中央50%（其中：补充社
会保障基金30%，中央专项彩
票基金15%，国家体育总局
2.5%，民政部 2.5%）；地方
50%（使用单位：省体育局，市/
区/县体育行政部门，省财政统
筹）。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不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

在河南省，凡是中国体育
彩票冠名的全民健身和群众
性赛事、活动，以及遍布城乡
带有体彩标识牌的健身路径，
都是由体彩公益金支持的。
可以说，无论您是否购买体育
彩票，都将从中受益！河体

今年前三季度
河南体彩已筹集公益金30亿元

10月12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16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2、10、16、21、23”，后
区开出号码“02、12”。

当期全国共开出4注一
等奖。其中2注为 1800万
元（含800万元追加奖金）追
加投注一等奖，分落湖北、云
南；2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分落江苏、广西。

数据显示，湖北中出的
1800万元出自恩施，中奖彩
票为一张7+2复式追加票，
单票擒奖1803万元。

云南中出的1800万元
出自大理，中奖彩票为一张
7+2复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1803万元。
江苏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无锡，中奖彩票为一张5+12
复式票，单票擒奖2586万元。

广西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桂林，中奖彩票为一张8+4
复式票，单票擒奖1316万元。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来自湖北和云南两
地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
奖方面，要多拿了800万元追
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
总奖金达到了封顶的1800万
元。

二等奖开出87注，每注奖
金为77.06万余元；其中9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61.65万余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138.72万元。

三等奖中出216注，单注
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
出534注，单注奖金为3000
元。五等奖中出11644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
出16454注，单注奖金为200
元。七等奖中出31806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
出554622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6162307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
束后，25.40亿元滚存至10月
14日（周一）开奖的第19117
期。 中体

第19116期：

大乐透开出4注一等奖

每注金额
2528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73期中奖号码
6 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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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086元，中奖
总金额为285477元。

中奖注数
5 注

470 注
8664 注

167 注
232 注

36 注

0 元
59830元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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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3注

152 注
441 注

5332注
8523注

61078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2 注

12 注
122注
234 注

1563注

03 06 19 20 22 26 27 25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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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570元。

中奖注数
1066 注

0注
1273注

中奖号码：1 3 4
“排列3”第19273期中奖号码

8 2 2
“排列5”第1927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117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18 21 25 35后区07 08

8 2 2 7 5

“快乐操场”走进洛阳
河南体彩中心为孟津县常平小学、宜阳县夏街
小学送去体育器材

领奖现场 省体彩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