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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7年7月1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057198元
本期开奖号码：4 4 6 7 0

本期中奖情况(第17190期）

奖等

一等奖

260736246.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7年9月14日

中奖注数

23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3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7190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7年7月1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296426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57452元
本期开奖号码：4 4 6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260489.0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7年9月1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7628注

8293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22注

34注

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青海体彩预祝第十六届环湖赛圆满成功青海体彩预祝第十六届环湖赛圆满成功！！

“新11选5”中“胆”有秘籍
三绝招帮你搞定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17年7月1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178682元
本期开奖号码：1 3 6 2 0 9 8

本期中奖情况（第17082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11638829.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7年9月14日

中奖注数

0注

8注

158注

1968注

24949注

296791注

323874注

每注奖金
（元）

——

32747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0

261976

284400

590400

498980

1483955

3119711

7 月 15 日，第十六届环青海湖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
区体育场正式拉开序幕，来自 17个国家和
地区的 22支队伍，为共赴一场激烈而精彩
的高原公路自行车盛会齐聚乐都。

本届环湖赛开幕式以“绿色、人文、和
谐”为主题，充分展示青海、甘肃、宁夏优
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生态价值，弘扬生
态文明的理念;反映青海、甘肃、宁夏悠久

历史、多元文化、民族风情和经济发展成
就，展示各族人民勤劳坚毅、自信自强、勇
于进取的精神风貌;不断深化“民族节日”
的内涵，营造欢乐祥和的氛围，促进民族
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

精彩的开幕式上，还有一支引人注目
的助威方阵，他们统一着装，黄色的“顶呱
刮”遮阳帽、蓝白相间的体彩 T 恤、醒目的
助威条幅，没错！这就是来自青海体彩中
心的 30 人助威方阵，他们以“动感、年轻、
活力”的面貌为第十六届环湖赛加油助
威！

据悉，本届环湖赛为期 14 天，吸引了
国内外近 200名职业车手参赛。随着第十
六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精彩大
幕的拉开，与环湖赛有 15年携手情的中国
体育彩票，今年也将继续发力，一路为其
加油呐喊！环湖赛期间，中国体育彩票除
冠名第六、七、十一赛段外，青海省体彩中
心还组织了“环湖赛销售队伍”全程跟随
环湖赛，让一路关注、享受精彩赛事的朋
友们通过亲手刮开一张张小小的彩票再
次感受青海的美丽和环湖赛的魅力！

（张丽丽）

看环湖大赛 玩体彩“11选5” 享百万派奖

7月 15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81期全国
开出 3注头奖，每注奖金为 1000万元，花落
上海、广东和四川。开奖结束后，奖池滚
存 38.86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2、
12、15、20、34，后区开出号码 01、06。前区
奖号的分布较为匀称，各个号段上的号码
均有出现。最小号码开出 02；1 号段上开
出 12、15；2 号段上开出 20；最大号码开出
34。值得一提的是 3 号段上的号码，近期
呈现密集开出之势，大热。

后区开出 01、06两个小号。06为近期
热号，于最近 7 期之内开出 5 次。最近 5
期，后区的小号走热，大小号码数量比为 2

比 8。
截至目前，前区的 09已有 21期没有露

面，是前区和后区唯一超过 20期没有现身
的号码。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 1000 万元头奖
出自徐汇区，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10 元投
入的单式票。四川中出的 1000 万元头奖
出自成都，中奖彩票为一张 2 注 4 元投入
的单式票。广东中出的 1000 万元头奖出
自中山，中奖彩票为一张 9+3复式票，共中
出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2 注、三等奖 20 注、
四等奖 100 注、五等奖 160 注、六等奖 85
注，单票擒奖 1065万元。

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三地中奖者每

人都少拿了 600 万元头奖追加奖金，从而
无缘 1600万元单个最高头奖。

本期二、三等奖的奖金成色较佳。二
等奖开出 46注，每注奖金为 23.03万元；其
中 16 注 采 用 追 加 投 注 ，每 注 多 得 奖 金
13.82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36.85 万元。三等奖开出 499 注，每注奖金
为 8473元；其中 148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 5083元。追加后，三等奖单个总
奖金为 1.35万元。

奖池方面，38.86亿元滚存至 7月 17日
（周一）开奖的第 17082 期，逼近 39 亿元大
关。

(金海燕)

■戴新
一张彩票，本来是没有温度的。如

何让一张张彩票有温度、有情、有爱？下
面这些真实事例或许会带出答案。

7 月 7 日晚，7 星彩第 17078 期开奖
后，上海第 15221 体彩店中出 1500 万元倍
投大奖。7 月 10 日，中奖者肖先生领奖
时表示，他“只拿 100 万元，剩下的交由母
亲打理”，而且“她愿意用在哪里我都支
持”。

如果您还没听明白，咱算一笔账。
肖先生中的是 1500 万元，缴税 20%，到手
1200 万元。他的“领奖感言”意思明摆
着：自己只要 100 万元，另外 1100 万元都
给亲妈。

相关报道中说，“肖先生表示，母亲
年纪大了，希望为她提供舒适的生活，或
许幸运女神正是被这份善心和孝心打动
了？”其实，报道者将孝心与幸运说成“因

果关系”，只是一种主观善意，但这并不
妨碍读者中的很多人一定会被肖先生的
孝举“打动”，这是因为，作为最根本的反
哺之爱，善待生母也是很多“其他爱”的
前提和基础。

购彩者有爱，售彩者亦有。天津市
第 01900 竞彩店业主臧宝琚，2014 年至
2016 年连续三年当选全国优秀竞彩网点
业主。鲜为人知的是，这个靠卖彩票挣
辛苦钱的男人还资助着五名寒门学子。
大连第 16359 体彩店业主王琛，加入当地
的体彩助学爱心团，资助了一名小学
生。河南郑州第 31009 体彩店业主邵环，
多次组织并参加捐助贫困学校、帮扶困
难家庭等活动……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体彩业主和彩民积
极参与社会公益，成为爱心使者，为体育
彩票发行的公益初心践行、背书。

7 月 12 日，在京闭幕的 2017 上半年

全国体育彩票市场形势分析会指出，全
国体育彩票系统要大力弘扬体彩精神，
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那么，什
么是体育彩票的初心？公益是初心，爱
是初心。不管是对自己的母亲，还是对
别人的孩子，只要付出真爱，就值得称
赞。

青海体彩方阵
为第十六届环湖赛开幕式添彩

体彩见真爱 公益是初心
彩市新语

体彩大乐透开3注1000万元
头奖分落三地 奖池滚存38.8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