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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2

每注金额
123595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80期中奖号码
4 9 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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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118元，中奖
总金额为226129元。

中奖注数
1 注

473 注
9035 注

170 注
146 注

5 注

865210 元
19541元
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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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10注

149 注
573 注

5780注
10833注
6923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12 注
24 注

217注
339注

1835注

04 14 21 23 26 28 30 29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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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38元。

中奖注数
514 注

0 注
664 注

中奖号码：0 6 1
“排列3”第19280期中奖号码

2 9 4
“排列5”第19280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120期中奖号码

前区06 15 17 22 25后区01 09

2 9 4 0 6

据介绍，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河
南省赛区共有1100多名棋手
报名参加，所有比赛均在18
个省辖市体育彩票实体店进
行。最终每个省辖市决出1~
2名棋王，到郑州参加省级棋
王选拔赛。

本次比赛采用单败淘汰
赛制，并邀请了河南省棋类协
会秘书长王聚群为裁判长，河
南省棋牌院教练王宪英为裁
判员。

20日当天，除两名选手

弃权外，17名选手齐聚位于
郑州市经五路与红专路交叉
口的 4101050614 体彩实体
店。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
自开封市的焦胜获得“河南省
棋王”称号。来自郑州市的黄
丹青夺得第二名，安阳市的贾
海彬夺得第三名，周口市的霍
收获得第四名。

据了解，焦胜今年21岁，
5岁左右跟着大人在路边看
人下象棋，长大后喜欢上了这
个体育项目，并逐步进行深入
学习和实践。目前，他是河南

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暑
假期间听朋友介绍此次比赛
后报名参赛，并最终获得“省
级棋王”的称号，将代表河南
参加全国比赛。

赛后，他高兴地说：“非常
感谢体育彩票开展的此次活
动，给我们这些象棋爱好者提
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平台，通过
比赛我从其他选手身上也学
到很多比赛经验和实战技能，
希望能在全国比赛中取得好
成绩，为河南体育争光，为河
南人争光。” 河体

彩票公益金
助力合法维权攻坚战

时福茂2004年开始专门
从事法律援助工作，2005年
参与创建了我国首家专门为
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十多年来，时
福茂办理了1200余起农民工
维权案件，为他们讨回工资、
工伤赔偿金8000多万元。

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受
理的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案件。2012年，被告范某
某承接了北京某公司的十余
项工程，后将部分工程转包。
在拿到工程款后，范某某携款
逃匿，拒不支付几十名农民工
工资共计 95万余元。2013
年2月，部分农民工开始走上
集体维权的道路。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这起案件一波三
折，前后历时五六年。2016
年8月时福茂“临危受命”代
理案件，为几十名农民工合法
权益奔走。2018年 6月，案
件最终得到公正裁决，几十名
农民工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劳
动报酬，范某某也被以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八个月。

“这个案件就是彩票公益
金资助的。彩票公益金资助
的法律援助项目维护了社会

公平正义。以转移财产、逃匿
等方法逃避支付农民工劳动
报酬就是犯罪，必须受到刑
罚。”时福茂动情地说。

今年 44 岁的黄乐平律
师，于2005年 4月创建了全
国第一家工伤维权网站，
2007年8月创办义联劳动法
援助与研究中心，致力于困难
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法律援
助工作。迄今已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 1 万多件，其中有
6000多件得到了彩票公益金
的资助。

黄乐平清楚地记得，2009
年彩票公益金就开始资助法
律援助项目。“2010年我们代
理的一起为患有职业病的农
民工维权的案件，就得到了彩
票公益金支持，这起案件的妥
善解决，不仅彰显了法律援助
的意义，还推动了当年我国
《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工作。”

超过79万人
直接从中受益

看到维权成功的农民工
们脸上重新绽放笑容，就是时
福茂与黄乐平最幸福的时刻，
工作的艰辛早已抛到脑后。
当然，与时福茂、黄乐平一样，
还有坚守在全国各地法律援
助机构的众多公益律师。他
们援助的群体也不仅仅包括

农民工，还包括残疾人、老年
人、妇女和未成年人，案件种
类涵盖“讨薪”、工伤赔偿以及
养老、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
方方面面。

据悉，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资助的法律援助项目是经
国务院批准，于2009年开始
启动的。2009年和 2010年
每年使用彩票公益金5000万
元；“十二五”期间为每年1亿
元；进入“十三五”时期，在财
政部的大力支持下，项目资金
预算在1亿元的基础上，每年
额外递增1000万元，五年总
计资金规模达6.5亿元。截至
2018年，由中国法律援助基
金会执行的彩票公益金达到
9.6亿元。

为了组织好项目实施，中
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按照财政
部、司法部制定的《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
施与管理办法》，成立了项目
实施与管理办公室即“彩票
办”，专职负责项目实施和管
理工作。

该项目自2009年实施以
来，截至目前，共为农民工等
五类困难群众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51.9 万多件，挽回经济
损失300多亿元，超过79万
人直接从中受益，获得免费法
律咨询帮助的群众数以百万
计。 中体

头奖开48注
一购彩者揽3635万

9月份，全国共中出48
注一等奖，包括9注1800万
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和39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平均每注奖金为1150万元。

数据显示，第19112期，
浙江杭州一购彩者凭借一张
2倍投的6+3复式追加票，投
入108元，单票擒奖3635万
元，为9月单人中出的最高
奖。

第19106期，云南临沧
一购彩者通过一张52倍投、
1注号码、104元投入的单式
倍投票，中出52注二等奖，单
票收获奖金2688万元。该
大奖是9月份大乐透中出的
第二大奖，也是当月二等奖
中出的最高奖。

第19103期，广东广州
一购彩者凭借一张6+3复式
追加票，单票擒奖 1843 万
元。奖金总额位列9月份第

三位。

19省份购彩者
分享48注头奖

9月份，大乐透一等奖分
布呈现“雨露均沾”的态势。
来自全国19个省份的购彩
者，分享了48注一等奖。其
中，河北中出5注，数量上拔
得头筹。江苏、浙江各中出4
注，并列第二位。北京、福
建、江西、河南、四川、贵州各
中出3注，并列第三位。

此外，湖南、广西、山东、
云南、安徽、湖北、广东各中
出2注。宁夏、内蒙古、新疆
各中出1注。

9月份，体彩大乐透通过
37.65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
会筹集彩票公益金13.55亿元。

购彩者每花2元钱购买
1注体彩大乐透，就有0.72元
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体彩大
乐透的公益金提取比例为
36%。 中体

大四学生获河南省“民间棋王”称号
为河南科技大学学生，将参加全国比赛

彩票公益金助推法律援助事业
财政部《2018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安排使用情况公告》显示，2018年共筹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68亿
余元，其中1.3亿元用于法律援助项目，由司法部委托中国法律援助基
金会实施，资助办理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和未成
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案件。

那么，法律援助究竟是怎样的工作，彩票公益金又是怎么资助法律
援助事业开展的呢？

10月20日，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河南省赛区
决赛在郑州市4101050614体彩实体店举行。来自河南省18个省辖
市的市级棋王齐聚一堂，经过激烈厮杀，河南科技大学大四学生焦胜荣
获河南省“民间棋王”称号。

大乐透9月盘点：

48注千万头奖
最高奖金为3635万

9月份，体彩大乐透共开奖13期（第19102期
至第19114期），其间全国共开出48注一等奖，均
为千万元大奖，平均每注奖金1150万元。当月通
过37.65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13.55亿元。浙江杭州一购彩者中出3635万
元，成为9月单人擒奖最多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