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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开二度
再次领走百万二等奖

无锡的陈先生今年已
第二次踏入江苏体彩兑奖
大厅，就在今年的7月份，
他就中过一次百万级大奖，
当时所中奖项为大乐透
19076期追加二等奖3注，
总奖金达到399万多元。

如今，陈先生梅开二
度，再次揽得大乐透百万
二等奖，这次中得的是大
乐透 19119 期 5注二等奖
以及25注五等奖，总奖金
达到3066965元。所不同
的是，第一次他采用的是
单式追加倍投，而且守号
长达一年时间，而这次中
奖有所改变，采用了“6+2”
复式倍投5倍。

陈先生坦言，第一次中
奖给了他很大信心，所以
投注方式也进一步变化，
增加了复式投注，原有单
式守号也会继续，希望多

点开花。

“体彩专业户”
复式追加中百万大奖

盐城的鲁先生买彩已有
十余年了，他声称自己专买
体彩，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体
彩专业户”。在早些年，他喜
欢玩排列3、排列5，中的都
是一些小奖。自从大乐透出
现以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放
在大乐透的研究上。

“我每次投注都会把以
前打的号码拿出来，然后机
选5注号码，根据当前走势在
其中挑几个号码结合起来看
看，通常都是先看后区，再看
前区。”鲁先生的投注方式听
起来有点绕，但最终为他带
来人生第一个百万大奖，在
大乐透19115期，他采用“7+
2”复式追加倍投2倍，结果
一举命中当期追加二等奖2
注，五等奖20注，八等奖20
注，总奖金达到1802624元。

每注金额
5515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15期中奖号码
5 11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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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44元，中奖
总金额为162002元。

中奖注数
1 注

351 注
5866 注
264 注
179 注
18 注

1205345 元
34438 元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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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3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5 注

174 注
519 注

7111 注
10053 注
7965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9 注

20 注
230 注
254 注

2454 注

03 08 14 21 22 24 29 05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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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976元。

中奖注数
554 注

0 注
1124 注

中奖号码：9 8 3
“排列3”第19315期中奖号码

4 5 1
“排列5”第19315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135期中奖号码

前区04 05 19 25 26后区01 11

4 5 1 6 0

“公益体彩 关爱校园”走进淅川县
今年，南阳已有5所学校获得体育器材捐赠

11月21日，河南省体彩
中心南阳分中心的工作人员
带着山区孩子们期待已久的
体育器材走进了淅川县盛湾
镇第一初级中学。满载体育
器材、体育用品的汽车承载着
体彩的公益，承载着南阳体彩
分中心工作人员的爱心，承载
着山区孩子的期盼来到了这
里。

不同于以往中国体育彩
票推出的“公益体彩，快乐操
场”的公益品牌活动，该活动
是由河南省体彩中心南阳分

中心利用自己有限的经费为
山区孩子送出的爱心。据
悉，包含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公益体彩，快乐操
场”活动今年在南阳捐赠的
两所学校在内，今年南阳已
经有5所山区小学获得体育
器材捐赠。

丰富实用的体育器材为
山区的孩子们带来了惊喜，孩
子们在校体育老师的引导下
纷纷拿起呼啦圈、跳绳等体育
器材开始了自己一直喜欢的
体育运动。校园里很快热闹

起来，欢乐的气氛迅速蔓延到
整个校园。

据了解，河南省体彩中心
南阳分中心一贯秉持“责任
诚信 团结 创新”的体彩精
神，自2000年以来，累计销售
体育彩票64亿余元，为国家
筹集公益金17亿余元。热心
各项公益事业，多年来已为
20余所学校的孩子们圆了体
育梦想，为山区的孩子们提供
了充足的体育器材和体育用
品，丰富了孩子们的学习文化
生活。 河体

体育事业生命线：

公益体彩驰援赛场内外
一直以来中国体育彩票被称为体育事业的生命线，发行体彩筹集的公益金是体育

事业的有力支撑，对竞技体育的提高更是功不可没。近年来，河南竞技体育人才涌现，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一大批具有国际顶尖实力的运动员正在脱颖而出。

生活与赛场
推进球类运动发展

“说体彩公益金是竞技体
育的生命线，一点不为过。”河
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以下
简称“河南球类中心”）主任李
激扬说道。河南球类中心隶
属河南省体育局，负责选拔、
培养、组织优秀运动员参加国
内外重要体育赛事。李激扬
主任介绍，对于河南球类中心
来说，所有的竞技体育都得到
了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河南球类中心共有篮球、
排球、足球、棒球、垒球等12
支运动队，项目人员多、比赛
多。近3年，体彩公益金已累
计提供资金支持达8887.6万
元，广泛用于专业队训练、营
养、器材、服装、比赛和交通、
食宿等，且每年体彩公益金中
都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完善专
业队训练的基本条件和场馆
设施。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
每年举办的河南省足球豫冠
联赛、河南省篮球联赛、河南
省排球联赛等活动，掀起了全
民体育竞技潮。在青少年训
练及比赛方面，河南球类中心
近 3 年累计投入 1396.93 万
元，资助各项青少年比赛的开
展以及青少年训练梯队的建
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
体彩公益金的支持，河南球类

中心运动员不断成长，培养出
国家女排朱婷、国家女足娄佳
惠、王莹和许美爽、国家女篮
张茹等知名优秀运动员。

地方到国际
打造滑翔翼举世“圣地”

林虑山海拔 1600 米左
右，顶部平坦，直立如削，在林
虑山海拔1300余米处，一座

“亚洲第一，世界一流”的世界
级滑翔基地在此扎根落地
——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

在体彩公益金等多方资
金助力下，经过30余次国内
外重大赛事组织，90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飞行员安全试飞，
70余万次安全起降，林虑山
国际滑翔基地已成为目前国
内配套设施最完善、发展最成
熟、飞行条件最好的滑翔运动
高级越野飞行场地。30 年
来，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不仅
承办过滑翔伞“世界杯”“亚锦
赛”国际航联一类赛事，还培
育了“海峡杯”“林虑山滑翔伞
公开赛”“中国滑翔伞俱乐部
联赛”等具有影响力的自主品
牌赛事。

同时，在滑翔器材装备、
训练经费、竞赛宣传等方面，
体彩公益金均给予了大力支
持。在体彩公益金支持下，林
虑山打造出世界一流的竞技
体育场，将小众运动从地方推

广到国际，推广到群众当中。

少年成栋梁
储备国家级人才

少年强则国强，竞技体育
的荣誉离不开优秀人才的培
养。近年来，在体彩公益金的
支持下，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各类场馆和运动设施不断完
善，运营经费投入不断加大，
在为运动员训练创造良好物
质条件的同时，更是为安阳整
体竞技体育的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自建校以来，学校先后
培养和输送了武术世界冠军
陈静、围棋世界冠军丰芸、世
界军体跆拳道冠军宋美霞等
著名运动员200余名。

从体育运动队训练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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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高水平竞技比赛提供支
持。奥运会、世锦赛等体育竞
技赛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背
后，有体彩公益金的默默付
出，有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
则体育兴，未来，中国体育彩
票将不辜负每一位购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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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体

近日，一款用现代科
技概念，展现高速发展的
中国取得的科技成果的即
开型体育彩票顶呱刮“新
速度新高度”在全国陆续
上市销售。该票票面设计
使用时尚炫目的光影效
果，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
力，单票面值 30 元，头奖
100万元。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
国的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
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提升百
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自豪
感。

“新速度新高度”以中
国科技创新为主题，体现科
技及经济高速发展的新速

度，科技感、未来感、现代感
跃然纸上。该票采用横向设
计，一辆高铁飞驰而过，底色
的主体颜色为炫目的紫色，
票面干净整洁。

“新速度新高度”采用
“找奖金符号+数字匹配”的
经典组合玩法，共有29次中
奖机会，设10个奖级，一等
奖100万元。

“新速度新高度”是顶呱
刮2019年发行的第四款头
奖达百万元的彩票，为喜爱
百万元大奖即开票的购彩者
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此
外，购彩者每购买一张“新速
度新高度”，将贡献6元体彩
公益金，支持公益事业和体
育事业。 中体

顶呱刮
“新速度新高度”全国上市

二等奖奖金也实惠
两位购彩者获大乐透百万大奖

对于广大购彩者来说，有一种体彩玩法不用中
出头奖，也能收获百万级的大奖，这就是大乐透的二
等奖。近期，又有两位购彩者领走了该项大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