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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日，是第十二个全
民健身日，在陕西省西安市，
一场别开生面的“燃动中国”
全民健身嘉年华圆满落幕。
活动现场的快闪、运动挑战等
项目，吸引了3万余人参与其
中。此次嘉年华的成功举办，
标志着中国体育彩票“健康中
国 光芒燃动”主题活动圆满
收官。

活动当日，中国体育彩票
作为此次嘉年华活动主办方，
为活动现场参与者安排了竞技
体验、点亮活动等项目，邀请奥
运冠军亲临现场，见证“点亮健
康中国”的闪耀时刻，并为现场
参与者准备了众多奖品，掀起
了新一轮的健身热潮。

本次嘉年华也是中国体
育彩票“点亮健康中国”活动
的收官之作。今年，为了更好
地促成《“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目标的完成，在第12
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前，中国
体育彩票联合人民日报新媒
体，共同为健康中国加油助力
——6月6日至8月8日期间，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点亮健康
中国”全民健身活动。活动期
间，用户通过手机扫描二维
码，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
小程序，参加“点亮健康中国”
活动，并在体彩实体店或体彩
公益金资助的指定健身路径、
运动场所进行运动打卡拍照
上传，即可成功点亮用户所在
城市。为拓展体彩实体店社
交和便民服务属性，中国体育
彩票在超10万家体彩实体店
配备了跳绳、呼啦圈、毽子等
多种运动物品，方便购彩者在
店内健身。

活动开展的两个月间，中
国体育彩票通过打造丰富多
彩的“线上+线下”全民健身活
动，掀起了一阵阵全民健身热

潮。活动开启至今，共点亮
94500家体彩实体店、2570处
健身路径和运动场馆。本次
系列活动的展开和推广，是中
国体育彩票积极助力健康中
国战略的重要举措，让全民健
身理念走进更多大众生活。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
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健身运动
中，全民健身已成为群众必不
可少的生活方式，这其中离不
开体彩公益金的长期投入与
支持。

多年来，从各地修建体育
场馆、体育公园、健身广场，到
举办“体彩杯”赛事；从支持培
训社体指导员，到建设全民健
身管理队伍；从青少年到老年
人，从城市到乡村……随处都
能看到体彩公益金支持全民
健身的身影。仅 2011 年至
2019年，就有逾183亿元体彩
公益金用于援建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捐赠体育健身器材、
资助群众体育组织建设和全
民健身活动，以及开展全民健
身法规、科研宣传等工作。截
至今年8月9日，中国体育彩
票已累计筹集公益金5398.21
亿元，本年度已筹集公益金
251.79亿元。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
发行26年以来，一直不遗余
力地支持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为健康中国增添活力。此次
活动将运动场所从体彩实体
店延伸至体彩公益金资助的
指定健身路径、运动场馆，让
运动随处可见、大众随心参
与。今后，中国体育彩票将继
续为全民健身事业贡献重要
力量，以一张张凝聚运动活力
的体彩名片，为健康中国战略
与体育强国建设添砖加瓦。

河体

济源、许昌彩民同一天迎好运
分别收获3D单选奖10注、双色球二等奖3注

8月11日，济源彩民李先
生，迎来福彩3D好运，直选10
倍投注，收获第2020175期单
选奖金10400元，出自济源市
天坛区国际商贸城对面
41160021投注站。

据投注站业主介绍，中
奖彩民李先生今年50来岁，
平时做生意很忙，但钟爱福
彩 3D，期期必买。8 月 11
日，李先生像往常一样，联系
投注站业主，购买了3D，并
且直选10倍投注。因为信
任投注站业主，还将彩票“寄

存”在投注站。
当晚福彩3D开奖，幸运

降临了，李先生买的这张彩
票中了10400元大奖。彩票
不记名不挂失，谁持有中奖
彩票，就可以兑换奖金，当时
彩票就在投注站。中奖消息
一出，投注站业主毫不犹豫，
立刻与李先生取得联系，当
晚就将中奖彩票交到了李先
生手中。“这个钱不是我的，
不该拿，本来就是人家应该
得到的，做人诚信不能忘。”

同天迎好运，8月11日，

双色球第2020075期开奖，
许昌市禹州彩民以一张“7+
3”的复式票，中得3注二等
奖，共揽奖金46.7万元，出自
禹州市褚河街41600173投
注站。

据该投注站业主介绍，
大奖由21位彩民，通过“合
买”的方式中得，整个购彩过
程，他也参与其中，彩票也存
放在投注站。“合买了几张大
复式和小复式的票，没想到
这个小复式的票中了奖。”

豫福

《温暖有光放映队》走进四川
用光影温暖校园

在刚刚过去的第十二个全民健身日，体彩携手CCTV-6推出的脱贫攻坚主题公
益纪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为我们开启了横贯十省的“送电影下乡”之旅。在告别
了首站云南腾冲后，放映队的第二站即将来到四川峨边。由著名电影人林永健、白客、
高至霆组成的明星放映队将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光影体验。

公益体彩
用体育点亮希望之光

峨边彝族自治县坐落在
四川乐山的小凉山区，这里
仅有 15 万人口，其中彝族
5.6万人。虽然大自然的神
奇伟力铸就了峨边山川秀
丽，但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等原因，这里的教育资源
和师资力量都相对匮乏。放
映队员徒步到达的第一站便
是一所彝族学校——黑竹沟
小学。前来接应的是驻扎在
这里的扶贫干部汪金刚老师
和学校校长。短暂沟通后，
放映队得知汪老师恰好是因
为“公益体彩 扶贫支教”活
动来到黑竹沟小学。

在交流中，放映队了解
到在支援峨边的众多扶贫项
目中，“公益体彩 扶贫支教”
活动，着实在助力贫困地区
开展支教帮扶工作中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这一活动是由
国家体彩中心依托中华全国
体育基金会设立的“体育彩

票乐善基金”提供资金支持，
持续不断地为山区孩子带来
专业的体育课程，也为当地
的体育教学提供了全面的咨
询指导服务，并打造出长期
稳定的支教模式，让山区的
学生们从中受益。

2019年，在“公益体彩
扶贫支教”活动的大力支持
下，成都体育学院组织120
名优秀师生对峨边全县范围
内的28所中小学开展了支
教工作，承担相关的体育教
学，同时还配有专家团队为
峨边县提供相关咨询和指导
服务，用体育给山里的孩子
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
支教路上，他们的挚诚奉献
不断温暖和改变着山里的孩
子们。

让公益的光影
温暖更多孩子

体彩不仅为峨边的中小
学带来体育教学的师资力
量，更通过“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活动为这里的学校送
去体育器材和公益体育课。
跟随放映队的脚步，我们将
见证这些年来“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为当地体育教学带
来的一项项改变。截至
2019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投入资金超5000万元，
全国31个省（区、市）的3630
所学校、数百万学生从中受
益。

正如总书记所说，“扶贫
要先扶志”。体育不仅使孩
子们有了健康的体魄，还能
培养孩子们战胜自我、战胜
困难的拼搏精神，培养团队
协作意识。将体育扶贫和支
教活动结合起来，正是对“体
育扶志”的一次积极探索。

在体彩的公益支持下，
放映队在峨边将见证怎样的
故事？心怀温暖与感动的队
员们将用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来激励这里的孩子们呢？8
月 15 日 19:30，锁 定
CCTV-6电影频道，让我们
拭目以待！ 河体

复式投注 守号一年多终获大奖
8 月 8 日 ，大 乐 透 第

20073期全国开出7注一等
奖，安徽购彩者中得1注，因
采用复式投注，单票奖金达
1014万元。8月10日上午，
中奖者陈先生在好友的陪同
下，来到安徽省体彩中心兑
奖大厅领奖。

陈先生一直从事餐饮行
业，每天工作非常辛苦，他最
大的乐趣就是利用休息时间
买体育彩票，至今已有15年
了。陈先生说：“我最开始买
的是7星彩和排列5，大乐透

上市之后我就成了它的铁杆
‘粉丝’。”

开奖当晚，陈先生在手
机上查到了开奖信息。他
说：“核对号码的时候很激
动，虽然确认自己中了大奖，
但是这两天脑子一直有点发
蒙，今天来兑奖才算踏实下
来。”

陈先生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投注金额72元的6+4复
式票，而这组号码他守了一
年多，“这组号码我从2019
年年初就开始守了，选号的

时候觉得这个组合很顺眼，
我在餐馆上班也比较忙，没
有太多时间研究号码，所以
一直守号投注。”

守号期间，陈先生中过一
些小奖，“几块、几十块的都中
过，有一次还中了三等奖，那
是离大奖最接近的一次。”

当工作人员问起这笔奖
金如何使用时，陈先生说：

“我可能先拿些钱还房贷，下
一步也许会开一家快餐店，
体验一下当老板的感觉。

中体

体彩助力全民健身
点亮健康中国

每注金额
6593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77期中奖号码
5 11 12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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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260元，中奖
总金额为258719元。

中奖注数
5 注

568 注
6981 注
364 注
592 注
43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0610 15 16 18 20 27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895903 元
231207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8 注
82 注

1378 注
83353 注

1385076 注
11811261 注

0 注
0 注

54 注
3815 注

64331 注
498450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76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042138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060560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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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616元。

中奖注数
428注

0 注
754 注

中奖号码：1 3 7“排列3”第20176期中奖号码

9 6 2
“排列5”第20176期中奖号码

9 6 2 5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