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 刘婷婷 美编 杨阳

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100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08期中奖号码
5 14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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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718元，中奖
总金额为73840元。

中奖注数
0 注

220 注
4553 注
266 注
154 注

7 注

1336744元
63654元
2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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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3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3注

174注
484注

5490注
9626注

64575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0注

30注
97注

271注
1660注

05 08 11 22 24 26 30 07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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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788元。

中奖注数
629 注

0 注
1293 注

中奖号码：6 7 2
“排列3”第19308期中奖号码

6 7 5
“排列5”第19308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132期中奖号码

前区03 05 06 13 18后区10 12

6 7 5 6 7

11月18日下午，来自鄂
州的刘先生走进湖北省体彩
中心，兑取了前一天武汉中
出的体彩7星彩一等奖500
万元。他来自鄂州，目前在
武汉务工。

11月17日晚，体彩七星
彩第19132期开奖，全国中出
唯一1注一等奖花落武汉市
一体彩网点，奖金500万元。

购买一个希望，遇见就
有可能。刘先生坦言，自己
虽然购彩多年，购买7星彩却

是最近才开始的，没想到一
买就中了。作为一名外来务
工人员，每次控制自己，购彩
金额一般限定在10元以内，
所以当期7星彩只花了8元
钱。“就当买烟抽了，既做了
公益，又给生活留了一点希
望。”

刘先生说，当期买的 7
星彩共 4注号码，主要是家
里亲人的生日数字，买的时
候稍微做了一点小小的调
整。调整的灵感来源于近

期排列 5的开奖号码，上一
天 是 74496，下 一 天 是
64749，变来变去就是那几
个数字。

出于对孩子的思念，刘
先生主动表示，以自己孩子
的名义向鄂州贫困学生捐款
10万元。他说，他之前看到
大乐透中奖者的捐款事迹，
很受感动，“他们带了个好
头，自己作为鄂州人，也愿意
继续为鄂州贫困学生献一份
爱心。” 中体

有爱无碍“衣”往情深

河南体彩捐助青海玉树学生
11月 5日，郑州体彩实

体店代销者、中国体育彩票
“爱国情，奋斗者——体彩追
梦人”提名奖获得者邵环，几
经颠簸辗转，顶风冒雪抵达
青海玉树，作为“彩虹公益”
捐衣活动的河南体彩捐赠者
代表，将棉衣、校服发放到了
清水河镇中心寄校 1000多
名孩子的手中。

看到孩子们穿上新的棉
衣校服，脸上露出温暖幸福
的笑容，邵环感慨：“孩子们
太不容易了，能为他们做点
事情，我真的感觉非常值得
和自豪。”

11月 7日，捐赠活动结
束，邵环回到郑州后，河南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党委
书记韩宇专程来到邵环所
经 营 的 4101041481 实 体

店，对邵环冒着高原反应，
代表河南体彩人到清水河
镇中心寄校开展捐赠、看望
孩子们，进行了慰问，同时，
给予了此次捐赠活动高度
的肯定，并鼓励邵环依托实
体网点一如既往地将公益
活动做下去，将体育彩票的
大爱传递下去。

清水河镇中心寄校地处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
多县，海拔4500米，每年有
11个月天气寒冷，气温最低
可达零下20℃，学校共有学
生1025名，教职工59位。9
月中旬，中国体育彩票“爱
国情，奋斗者——体彩追梦
人”荣誉获得者、河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郑州东区
分中心主任顾晓天从同为

“体彩追梦人”的青海省实

体网点代销者陈强那里得
知：清水河镇中心寄校1000
多名学生缺少御寒棉质校
服，每套校服140元，虽已联
系好制作校服的工厂，但制
作校服的十余万资金依然
没有着落。得知消息后，顾
晓天、陈强等12位“体彩追
梦人”共同发起了“彩虹公
益”捐衣活动。

活动发起后，第一时间
得到了河南体彩部分分中
心、实体店代销者、部分民间
公益团体志愿者和购彩者的
快速响应，11月初，1000余
件校服全部制作完成，受清
水河镇中心寄校邀请，邵环
代表河南体彩全体捐赠者赶
赴青海玉树，与其他捐赠者
代表一起亲手为孩子们发放
了衣服。 河体

小投入大惊喜

理性购彩收获大乐透幸运
随口说的号码
竟然击中头奖

11月 4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26期开奖，吉林长春王
先生喜中1注追加一等奖，奖
金 1800万元。11月 6日上
午，王先生来到吉林体彩中
心领取奖金。

王先生是位95后，平时
喜欢在空余时间买几注体彩
大乐透，领奖时他开心地介
绍说，自己当天傍晚坐公交
车时，刚下车就看到了路边
的体彩实体店，想起正好是
体彩大乐透开奖日。口袋里
有3元零钱，就走进去买了一
注并进行了追加，号码是随
口说的几个数字。

因为是随口说的号码，
所以王先生并未在意，当晚
也没有查询是否中奖。直到
11月 6日他浏览新闻时，看
到自己去的实体店中出了一

等奖，才赶紧翻出彩票核对，
没想到自己竟然就是幸运
儿，于是急忙赶去领取了奖
金。

“平时购彩就是想着购
买一份幸运，而且买体彩大
乐透也是为公益做贡献，所
以我有空就会去买几注，没
想到这次收获了一等奖！真
是太幸运了。”

王先生表示，幸运来得
太突然，他还没有想好奖金
的用途，不过会用一部分来
做公益。

守号2个月
意外收获好运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体
彩大乐透第19126期开奖中，
上海浦东蔡姓小伙中得1注
一等奖，奖金1000万元。

采访中得知，蔡先生今
年才刚满30岁，江苏人，来上

海仅半年时间，两个月前路
过一家体彩实体店，一时兴
起购买了一张体彩大乐透彩
票，当晚开奖就中得了4+0
的七等奖。

第一次购买彩票就收获
了100元，令他格外兴奋，觉
得自己很有“偏财运”，决定
接着投注体彩大乐透。因为
自己属于“新手”，便打算同
一张票每期重复打，就这样
追了两个月，竟然收获了一
等奖！

蔡先生得知自己中奖
后，直到前来兑奖中心领奖
时，都不相信好运就这样降
临在了自己身上。领取奖金
后，他表示将会离开上海返
回江苏，在老家做点小生意，
并感慨：“上海真是个神奇的
地方，在这里的半年时间里，
我人生发生了巨大改变，这
是我3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感谢中国体育彩票！” 中体

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宣
传司、国家体彩中心共同组
织了“发现身边的公益”优秀
公益金项目报道活动。目
前，报道团队已经走过浙江、
河南两地，探访了众多体彩
公益金支持的项目，也采访
了众多体彩公益金项目的受
益者。受益者“现身说法”，
可以让大众知晓体彩公益金
都具体用在了哪些地方。

2019年，河南省体育局
预算经费9亿余元，用于群
众体育、竞技体育等工作，其
中省本级体彩公益金达8.7
亿余元。这个数据可以这样
解读——在河南省2019年
的省级体育经费预算中，绝
大部分来自体彩公益金。

今年，由体彩公益金支
持修建的占地2000平方米
的全民健身中心在夏邑县孟
李庄村落成。该村村民李永
杰说：“这几年村里变化很
大，各种专业化、高标准的运
动场所越来越多，健身器材
也比较齐全，每天早上从家
里跑步来到全民健身中心锻
炼，这里就是我的‘健身
房’。”在全国，体彩公益金为
城乡居民修建了大量的“健
身房”，让李永杰们可以方便
地锻炼身体。

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李激扬介绍，河南省
球类中心拥有篮球、排球、足
球、棒球、垒球等12支运动
队，体彩公益金每年都给予
大量资金支持，用于场地维
修、器材更换、运动员伙食、
营养、服装、比赛交通、食宿
等，仅竞技体育方面，近3年
累计投入8887.6万元，涌现
出了一大批国手，获得了一
系列荣誉。

河南籍奥运冠军孙甜甜
曾说过，“之前做运动员的时
候，就了解到我们日常训练、
参加赛事等经费，大部分都
来自于体育彩票公益金。现
在，作为一名体育系统的工
作者，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
体育彩票公益金对于国家公
共健身设施、百姓全民健身
活动的重要意义。”

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
光计划自1995年颁布实施
以来，体彩公益金一直是其
重要的资金来源，而李永杰
和孙甜甜们就是最直接的受
益者。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他
们的讲述，可以让大众知晓
体彩公益金是如何支持全民
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
的。

体彩公益金的用途还有
很多，也期待有更多的受益
人来说一说。 中体

关于公益金
听听受益者怎么说

家人生日守号中七星彩500万
领奖后向家乡贫困学子捐1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