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 责编 李哲 美编 冯帅

彩票AⅠ·13

三款新票面值分别为20
元、10元、5元，头奖分别为100
万元、30万元、10万元，为购彩
者提供了多种选择。庚子年春
节为2020年1月25日，顶呱刮
生肖票于元旦前提前上市，为
烘托出节日气氛，也给购彩者
带来更多选择和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购彩者每
购买面值 10元的顶呱刮彩
票，将有 2元进入体彩公益
金，广泛用于包括全民健身、
奥运争光在内的多项社会公
益事业。

“中国范儿”头奖100万

“中国范儿”一套三张，单
票面值20元，共有16次中奖
机会，设10个奖级，头奖100
万元。票面主形象为水墨画形
式描绘的国宝大熊猫、龙、灌篮
少年等形象，背景包括长城、祈
年殿、小蛮腰等，覆盖符号用
青花的传统文化符号。该票
通过古代和现代建筑相结合，
展示中国元素，极具中国范儿。

“鼠来宝”头奖30万

“鼠来宝”一套三张，单票

面值10元，共有12次中奖机
会，设10个奖级，头奖30万
元。此款游戏为鼠年生肖
票，套用了传统曲艺文化数
来宝的谐音，象征鼠年吉祥
发财的美好寓意。票面主形
象为卡通老鼠和财宝，形象
可爱、生动有趣，票面设计风
格新颖有趣，颜色鲜亮醒
目。值得一提的是，“鼠来
宝”延续了往年生肖票的多
同玩法，与往年生肖票连成
生肖系列产品，是第12款生
肖票，也是首套12生肖票的
最后一款。

“好运生肖”头奖10万

“好运生肖”一套12张，
单票面值5元，共有8次中奖
机会，设10个奖级，头奖10
万元。此款游戏以十二生肖
作为主形象，以12张票面展
示12个生肖的形象。票面设
计采用年轻人喜爱的卡通生
肖形象，活泼可爱、生动有
趣，背景色彩鲜艳明亮，喜悦
快乐氛围跃然纸上。购彩者
可以选择自己的生肖票购
买，也可以成套购买，形式灵
活，乐趣多多。 中体

场地、赛事增多，
全民健身越来越火

“这里环境好，我们越来
越爱跳，也越跳越年轻！”51
岁的王阿姨说，她们都是广
场舞爱好者，之前在室外健
身经常受天气影响，如今在
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建成
市老年健身中心，夏天有空
调，冬天有暖气，她们越跳越
有劲，幸福感也越来越多。

驻马店市卫生健康体育
委员会主任李桂霞表示，全
民健身等体育事业一直受到
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近
年来，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下，全民健身快速发展，目前
在城区广场、公园等以及70
多个社区的公共场所，建设
了100余处健身路径，58个
健身小游园，社区健身园覆
盖率达到92％，基本实现了
15分钟健身圈。同时还加强
农村农民体育工程建设，贫
困村体育健身设施覆盖率、
乡镇体育工程覆盖率达到

100％。
此外，每年还举行不同

类型的全民健身赛事，例如
全民健身日展示、全民健身
宣传月系列活动、万村千乡
农民篮球赛、业余足球联赛、
业余男篮联赛以及广场舞、
健步走、门球、太极拳、柔力
球、空竹等健身活动 50 多
项，吸纳健身爱好者150多
万人次，极大地激发了全民
健身热潮。

体彩公益金支持，
竞技体育焕发光彩

“感谢体彩公益金，让更
多青少年感受到了体育的魅
力。”在驻马店市青少年射
击射箭训练基地，执教该基
地的省射击一级教练员周鑫
表示，他已从业15年，见证
了体彩公益金对竞技体育的
改变，训练场地、环境、设备
不断升级改变，学员参赛的
机会也相应增多，以及公益
性冬令营、夏令营的举行，

都推动着竞技体育的飞速发
展。

李桂霞表示，在青少年
竞技体育方面，通过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各项设施不断
完善。近年来，加强了后备
人才基地建设，确保摔跤、赛
艇、射击、拳击等优秀体育人
才的输出；创建了国家级体
育俱乐部、省级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等；承办了全省青少
年田径锦标赛、公路自行车
冠军赛等省级赛事。同时在
青运会、省运会等赛事中，驻
马店不断取得优异成绩，在
全省的位次和体育形象逐年
提升。

对于未来，李桂霞表示，
将继续发挥体彩公益金在全
民健身、青少年竞技、体育产
业等方面的作用，将针对全
市公园、游园、足球场、篮球
场等，加大体彩公益金的投
入和配套设施建设等，从而
围绕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
深度融合，做一些积极的、有
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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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 全民健身缤纷多彩
在体彩公益金支持下，驻马店市体育事业稳步前行

“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 16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腰不舒服，练练就好多了，10分钟内就能到这里，吃完饭没事就喜欢来。”在驻
马店世纪广场晨晚练点，65岁的刘阿姨分享自己的健身经历，身边多种多样的健身
器材让居民连连称赞。近年来，在驻马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该市全民健身、
青少年竞技体育等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其中，收获着好身体，感受着体育
健身的魅力。

12 月 25 日，排列三第
19345期开出号码“874”，濮
阳4109020082体彩网点购
彩者王先生凭借一张直选票
和一张直选组合复式票进行

倍 投 投 注 ，共 获 得 奖 金
249600元。

第二天一早，王先生来
到河南体彩濮阳分中心兑
奖。据介绍，王先生最近几

个月才开始购买体育彩票，
在众多玩法中，他偏爱排列
三和排列五玩法，投注方式
都是以机选为主。这次王先
生通过直选倍投和直选组合
复式倍投的方式进行机选投
注，投注金额合计 880 元。
当天晚上，他在网上查到开
奖号码正好和他购买的号一
致。

王先生表示，虽然自己
购买体育彩票的时间不长，
但是排列三玩法真是给力，
让自己像做梦般也中了个大
奖。他说：“以后会保持良好
的心态，继续购买体育彩
票。”

2019年12月30日晚，体
彩大乐透第19150期开奖，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一体彩网点
中出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
681万元。

开奖第二天，中奖者李
先生就在体彩实体店业主的
陪同下火速来领奖。李先生
手中的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
10元的机选票，中出一等奖1
注、五等奖 1 注和八等奖 3
注，单票奖金共达682万元。

据了解，中奖当晚，李先
生像往常一样在打工的饭店
工作，当时正忙于给顾客做拉
面的李先生，并没有听到自己
的手机响。“我发现开奖号码

跟老李机选的那几组号码很
像，就赶紧给他打电话核实，
但是打了两三个电话都没人
接，就发了条信息等他回复。”
一旁的体彩代销者回忆道。

说起中奖经历，李先生满
脸的喜悦之情，“我昨天闲下
来的时候才看到店主发来的
信息，我拿出彩票一看确实中
了一等奖。不过当时还没下
班，我平复了一会儿高兴的心
情就继续干活了！”

此次，李先生在2019年
大乐透最后一期开奖中喜提
幸运“年终奖”，为2019年画
上完美句点，也为2020年拉
开了精彩的帷幕。 中体

小玩法释放大能量

濮阳购彩者斩获排列三奖金249600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武炎

三款节庆主题新票集体上市

顶呱刮鼠年生肖票来啦
近日，鼠年春节节庆主题票“中国范儿”和生肖票

“鼠来宝”“好运生肖”集体上市，预热鼠年春节彩票市
场。这也是中国体育彩票自2008年推出首款贺岁生
肖主题票“金牛报春”以来，连续第12年发行生肖票。
历时12年，顶呱刮首套生肖票出齐了。

拉面师傅喜提“年终奖”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