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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8年11月1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314574元
本期开奖号码：7 3 1 4 2

本期中奖情况(第18316期）

奖等

一等奖

246905067.1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18日

中奖注数

39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9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31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11月1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980284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5226元
本期开奖号码：7 3 1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23800.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4749注

0注

22243注

本地中奖注数

26注

0注

47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彩票开奖★

A11版

导
读

A10版

运用“2胆”“3胆”
全拖投注体彩高频游戏

排列五（三）
号码走势图

广东：
3000万元公益金助力古驿道大赛

2018年南粤古驿道大赛自今年 4月在
湛江启动以来，持续在广东各地进行。今
年将进行 9 站比赛，于 12 月中旬在肇庆收
官。该项活动举办三年来，每年都得到
1000 万元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三年
来，该项赛事的成功举办，将全民健身、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旅游文化发展、“体
育+”赛事功能发挥到极致。赛事基本覆盖
了南粤各地，尤其在贫困山区、古驿道古村
庄，至今已举办近 30站赛事。

●带动贫困乡村发展
11 月 3 日至 4 日，2018 年度南粤古驿

道定向大赛第 7站在梅州平远县八尺镇举
行。

11 月 4 日，65 岁的高女士早早起来打
扫卫生，摆卖特色农产品，笑迎四方来客。
高女士的邻居们，年轻人参加南粤古驿道
定向大赛体验组活动，年纪大点的或摆摊
或如同赶集一样拖家带口，远眺正在跃跃
欲试即将上场比赛的选手。

正午时分，高女士和邻居们制作的八
尺小锅米酒、芋头、米程、糍粑、番薯干等
销售一空。看到村里车水马龙，运动员在
梯田间穿梭，人声鼎沸的场面让她非常震
撼，“感谢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让我们的
古屋得到改造并修缮一新，让我们的特产
热卖，让这么多运动员和游客来到我们
村，让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体
育冠军……”

●带动多项群体赛事举行
每一站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的秩序册

上都印有主办单位、指导单位、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战略合作伙伴、技术团队、合作
媒体单位，除媒体单位外，其他单位加起来
超过 30 个。一个赛事能协调统筹 30 多个
单位参与，这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非常罕
见。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今年大部分交与
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运营，该协会会长田
新德是赛事组委会的执行副主任，同样也
是广东体育界的“元老”，曾任广东省体育
局副局长、巡视员，也曾是广州亚组委副秘
书长兼竞赛部部长，对于举办南粤古驿道
定向大赛，田新德可谓经验老道、专业。

在南粤古驿道的赛场上，不仅能看到
定向大赛，还有徒步穿越、自行车、铁人三
项、足球篮球、武术、汽车定向、航空定向、
手机定向……但凡古驿道古村落具备办赛
能力的，组委会总能恰如其分地开展活动
赛事，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体育明星为活动添彩
奥运冠军冼东妹、乔红、刘虹、易思玲、

曾国强、陈伟强、孙淑伟、劳丽诗、罗玉通、
杨景辉、林跃、张雁全、胡佳；世界冠军吕
钦、刘秀华、张惜香、姚志华、钟杏平、陈
玲；体育明星易建联、苏炳添、杜锋、吴群
立、池明华……在相对贫困的古驿道古村
落，很难想象能如此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接
触奥运冠军、亚运冠军、全运冠军等体育明
星，然而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做到了。

以往体育明星们出席相关体育活动，
都有一定的出场费，而在南粤古驿道赛场
上，他们却是零出场费。他们热爱广东，深
爱体育，热爱南粤古驿道古村落的父老乡
亲，他们所到之处，与当地群众互动，号召
大家动起来，促进全民健身，希望古驿道古
村落能通过赛事的带动，得到更好的发
展。冠军们舍弃了周末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奔波几百公里甚至从几千公里外的北

京赶来，为的就是这个目的。他们承担着
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责任。南粤古驿道赛
事这样的公益活动，体育明星们成为赛场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体彩公益金鼎力支持
连续三年举办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离不开中国体育彩票的鼎力支持。赛事也
充分展现了体育彩票的公益性，在上级部
门的批准下，每年都有 1000 万元体彩公益
金用于支持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的举办，
充分诠释了体育彩票“来之于民 用之于
民”的公益宗旨。

近年来，由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广
东全民健身活动种类越来越丰富，覆盖面
越来越广，成为倡导“体育公益”的主力军。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是在国家大力提
倡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全民
健身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体育彩票公益金
给予大赛大力支持和经费保障，是广东体
彩打造回报社会、感谢广大彩民的大型全
民健身品牌公益活动的具体举措，也是展
示“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品牌形象的绝好
平台。

事实上，每一位体彩购买者所购买的
彩票、所产生的公益金，除了支持南粤古驿
道定向大赛外，还能支持群体赛事以及多
项社会公益事业。

海南：
968万元公益金护航环岛赛
近日，2018 第十三届环海南岛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在海南省儋州市落幕。今年，
中国体育彩票一如既往地鼎力支持环岛赛
的举办，投入 968 万元体彩公益金为赛事
保驾护航。

环岛赛是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体
育总局共同举办的国际品牌赛事。13 年
来，环岛赛实现了国内自行车办赛史上的
诸多突破，书写着海南体育旅游的新名片，
同时发展成为亚洲顶级、世界各级车队争
相参与的国际公路自行车运动精品赛事，
成为海南与国际社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
台。13 年来，中国体育彩票与环岛赛一直
相伴相随，共同为海南体育公共事业的发
展作出各自的贡献。

本次环岛赛为期 9 天，共有 20 支队伍
参赛，其中包括 7支洲际职业队、12支洲际
队以及 1支国家队。

作为环岛赛的合作伙伴之一，海南省
体彩中心借本届赛事举办的契机，向全世
界自行车骑行者和体育爱好者展示中国体
育彩票的公益形象。赛事举办期间，海南
体彩在开幕式现场、赛事现场搭建体彩销
售展台，向社会传递体育彩票“公益、健康、

快乐、共赢”的文化内涵。现场搭建的体彩
宣传销售展台重点展示了体彩公益活动和
种类各异、票面精美的顶呱刮即开票。

河南：
1795万元公益金完善农民健身工程

今年以来，河南省三门峡市体育局按
照“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助力脱贫”的思
路，创新扶贫形式，以“体育+健康”“体育+
设施”“体育+旅游”为出发点，先后实施了
赛事扶贫、产业扶贫、设施扶贫、健身扶贫，
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并得到彩票公益金
的大力支持。

2018 年，三门峡市体育局向定点帮扶
的陕州区黄塘贫困村下拨体育扶贫专项器
材 21件，为黄塘贫困村建造了 1个篮球场，
配套建设了一批体育运动设施。三门峡市
争取省集中彩票公益金 1795 万元，建设新
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75个，社区多功能运
动场 6个，健身路径工程 40个，户外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 1个，室内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
个，公共体育健身设施以奖代补 1个，老年
健身场地重点项目 1 个，中央扶贫村体育
健身工程 15个。

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吸引村民
参加体育锻炼。

●时评
扶贫需要多花心思

体彩公益金助力一项体育赛事、修建
一处健身设施，对于参赛者和当地来说，或
许可以带来更多的效益。

比如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已在广东
地区举行了三届，每年都有 1000 万元体彩
公益金投入该项赛事。赛事举办地有的选
在较为贫困的地区，赛事的举办从旅游、体
育、文化等多个方面对当地产生积极的影
响。简单来说，由于赛事的举办，来自四面
八方的人涌向小镇、小村，当地村民瞅准时
机，大力推销自家产的农产品，增加了收
入，也传播了当地的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了
这个村、这个镇。

古驿道定向大赛已举办三年，还将继
续举办下去。这项赛事贯穿全年、跨越多
地、参与者众……势必对当地的经济、文
化、体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而
每年 1000 万体彩公益金的助力，为赛事的
举办提供了资金方面的保障。

扶贫要从根上扶，增加贫困地区、贫困
人口的造血功能。体育彩票的扶贫方式多
种多样，有的是帮扶开店、有的是体育扶
贫、有的是设施扶贫，多角度扶贫是从实际
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帮扶的一种体现，也是
体育彩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助力体育赛事 修建健身工程

彩票公益金渗透百姓生活
现如今，彩票公益金已渗透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大众提供更多健身的场所、举办更多的体育活

动。广东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已举办三年，每年都得到体彩公益金1000万元的支持，该项目带动了当地旅
游发展、推动了扶贫工作的进行；海南体彩连续十余年支持环岛赛，助这一品牌赛事逐渐走向世界。此外，
用彩票公益金修建的农民健身工程遍布全国各地乡村，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8年11月1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11832625元
前区 03 11 12 19 21
后区 05 11

本期中奖情况(第18136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745147509.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18日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2注

1注

89注

39注

917注

284注

37944注

13947注

663515注

237924注

5903074注

每注奖金
（元）

10000000

6000000

92040

55224

3699

2219

200

100

10

5

5

应派奖金合
计（元）

20000000

6000000

8191560

2153736

3391983

630196

7588800

1394700

6635150

1189620

29515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