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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见证阳光开奖

19 时 53 分，开奖现场开始播放视
频，生动翔实地介绍了中国体育彩票数
据封存、摇奖机具保存和使用等细节,并
让大家亲手触摸并感受模拟摇奖球的重
量与质感。在目睹了大乐透、排列 3、排
列 5 的试机工作，观看现场公证人员认
真细致地码放摇奖球的全过程后，三地
代表团各派出 2 名代表上台，和现场工
作人员一起，近距离监督查验公证员装
球情况。

开奖准备与开奖直播全过程都在公
证人员监督下，由演播厅前方的高清摄像
头实时监控。“这可比高考监考严格多

了。”一名代销者小声说道。
20点 30分，王声林郑重按下摇奖机

启动键，开出第 19137期体彩大乐透中奖
号码。开奖结束后，见证团代表再次上台
核验开奖结果。大家纷纷表示，零距离接
触体彩开奖，真切感受到整个过程的“公
开、公平、公正”！

“加入体彩队伍 18年了，电视里看过
很多次摇奖，这是第一次来到开奖现场，
而且还是作为开奖嘉宾，我感到非常荣
幸!”王声林激动地说。2004年，王声林帮
别人保管的彩票中得 500万元，在大额奖
金面前，他选择诚信，将彩票交还购彩者。

作为此次开奖嘉宾，王声林见证了体
彩开奖全过程，他对于中国体育彩票的公
信力也有了新的认识：“站在台上有一种
神圣感,整个开奖过程非常严谨，中国体育
彩票值得我们信赖！”

公益体彩就在身边

方同学是安庆师范大学一名大二学
生，这次来到开奖现场，他对体彩公益有
了更为直观的认识，“2018年我考上大学，
尽管是件好事，却让我们一家人发愁。幸
亏‘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解了
燃眉之急。以后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体
彩的爱心！”

未来，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践行“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为建设负责任、可
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继
续砥砺前行。G （侯昕松）

堆起“现金墙”，露脸领大奖。
11月28日，许昌禹州市30多名彩民
代表，齐聚许昌市领取了双色球第
2019135期 2102万元大奖（含派奖
1000万元）。据了解，这是全国双色
球单注奖金最高的头奖。

这注大奖出自禹州市西商贸牌
坊东41108041投注站，为60人合买
复式“10+5”投注，票面投注金额
2100元，分为 105份，其中一彩民购
买的最多为 11份。大奖投注站业
主方先生说，大家经过商量后，决定
露脸领奖，见证福彩公益，让更多人

了解福彩大奖的真实性。
为给彩民提供便利，兑奖现场

“现金墙”设置在该市建设银行；
2102 万元奖金扣除税费后，奖金
总额仍高达 1684万元。

谈起此次合买经历，业主方先
生表示，11 月初双色球 12 亿元大
派奖开启，他开始组织合买投注，
号码是他精心推敲选择的，结果命
中大奖。中奖彩民王先生说，他是
第二天才知道中奖的，购彩心态很
重要，今后会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
业。G （张琛星）

见证阳光开奖 为公信体彩代言

“中国好人”相约体彩

金融资讯

11月30日，位于北京丰台体育
中心的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内，灯
光明亮、温暖如春，迎来了一群“特
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安徽、浙江、
江苏三地的体彩代销者、“体彩新长
城助学基金”的受助大学生、媒体代
表以及志愿者代表等共96人组成的
“相约体彩”见证团。其中，曾获得
“中国好人”“芜湖市十大平民英雄”
称号的王声林来到现场，并亲自启动
了体彩超级大乐透摇奖机。

福彩信息

为再次回馈彩民，2019年 12月
2日起，河南福彩开展 3D、22选 5游
戏 1000 万元大赠票活动，赠完为
止。这也是今年河南福彩针对 3D、
22选5开展的第二次联合赠票活动。

据介绍，此次活动针对全省范
围内，当期购买每张票面 10元（含）
以上的 3D彩票，即赠送机选 3D主
玩法彩票 2注（4元）；当期购买每张
票面 20元（含）以上的 3D彩票，即
赠送机选 3D 主玩法彩票 4 注（8
元）。赠票不可兼得，由销售设备自

动随机出票。
当期购买每张票面 10元（含）

以上的 22选 5彩票，即赠送机选 22
选 5主玩法彩票 2注（4元）；当期购
买每张票面 20元（含）以上的 22选
5彩票，即赠送机选 22选 5主玩法
彩票 4注（8元）。赠票不可兼得，由
销售设备自动随机出票。

福彩 3D、22 选 5 双重惊喜登
场，将为彩民送去更多好运。同时
也提醒彩民在购彩的同时，牢记理
性投注！G （张琛星）

现金堆成“墙”
禹州彩民露脸领双色球2102万元大奖

1000万元！
福彩3D、22选5赠票活动闪亮登场

为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助
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11月 27日，建行
河南省分行与河南省工商联共同举办“河
南省工商联智慧服务平台发布会暨工作
培训推动会”。

据了解，“河南省工商联智慧服务
平台”由建行河南省分行与河南省工
商联共同打造，由建行依托强大的金
融科技开发完成，是全国工商联第一
个智慧系统，也是建行系统内第一个
工商联综合服务平台，是建行与工商
联在技术、服务、支持、保障等维度的
全面合作。该平台通过数字化、智能
化、集约化实现工商联管理效能、服务
效能全面提升，将让全省 30 万工商联

会员乃至 600 万市场主体获得更便捷
高效的融资通道、办事渠道，为实体经
济持续注入金融活水，助力中原更加
出彩。R （刘慧卿 晏辉）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郑州分行认
真贯彻落实上级行关于普惠金融业务
的决策部署，紧抓发展机遇，依托数字
供应链重点产品，取得了重大突破。
近期，成功落地某粮食批发市场农业
供应链“工银E信”产品。该行借助工
总行“工银 e信”等数字供应链产品投
产的契机，先后在涉农、制造业、建安
板块等方面进行了周密部署，对发展

资源做到精准推介，对业务进行线上
化流程改造，成功实现了新突破。

同时，该行制定了数字供应链业务
操作和贷后管理的实施细则，建立后评
价制度，对操作和管理建立标准化模
式，确保了供应链业务规范、稳健、有序
的发展。下一步，该行将以“千名专家
进小微”活动为契机，拓宽供应链潜在
客户的营销视野。R （李欣）

近日，新华 500 指数上线发布暨
全球指数体系项目启动，当天，中国
经济信息社发布新华 500 指数，旨在
为市场专业投资人士提供分析工具
和投资标的，满足机构多元化资产配
置需要。

启动仪式上，中信银行资产管理
业务中心总裁谷凌云表示，中信银行

正加快完善指数投资领域的布局，拟
于近期推出来量化、权益主题和商品
及衍生品三条指数线。据介绍，中信
银行积极布局各类指数产品，已推出
中信银行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 (AMI)
和信银全球多资产动量指数 (MAXT)
两条指数，并在行业中形成重要影响
力。R （张弘扬）

日前，兴业银行郑州天赋路支行
举办了一场“童兴俱乐部”特色财商亲
子活动。该行通过“财智小管家”“三
个存钱罐”等趣味课堂，培养并引导孩
子学会零用钱管理。

“童兴俱乐部”活动是该行为客

户提供的免费增值服务，4~15岁少年
儿童均可报名参与（需家长陪同）。
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每场为期半天，
全年定制开设，有意向的客户可咨询
天赋路支行，也可在网点进行预约报
名。R （杜红涛）

日前，2019上证财富管理论坛暨第十
届“金理财”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平
安人寿旗下主力保障型产品——平安福
(2019)Ⅱ保险产品计划(以下简称“平安福
19Ⅱ”)荣获“金理财”年度保障型保险产
品卓越奖。

作为平安人寿旗舰拳头产品，平安
福保险产品计划上市至今备受消费者青
睐，系列产品已累计销售近 2000 万件，
累计赔付金额达 126 亿元，在业界先后
获得“最具影响力保险品牌奖”“最具市

场影响力保险产品奖”等多项大奖。
据了解，平安福保险产品计划于

2013 年推出，此后不断迭代升级，保障
深度、广度持续扩容，到平安福 19Ⅱ已
历经 7 次升级。平安福 19Ⅱ延续综合
保障的产品定位，涵盖疾病、身故等多
种责任，其中疾病责任拓展至 150 种，
包含 100 种重疾和 50 种轻症。保障更
加灵活，可附加特疾专属保障，满足客
户个性需求。R

（薛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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