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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8年11月2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512146元
本期开奖号码：3 4 6 6 3

本期中奖情况(第18318期）

奖等

一等奖

230477046.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21日

中奖注数

31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1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31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11月2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991958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6248元
本期开奖号码：3 4 6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2389.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2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7013注

0注

14877注

本地中奖注数

21注

0注

9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彩票开奖★

A11版

导
读

A10版

11选5
不同玩家的共同选择

排列五（三）
号码走势图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8年11月2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13366740元
前区 07 10 22 23 33
后区 08 11

本期中奖情况(第18137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774793860.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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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1注

103注

34注

820注

245注

34221注

11509注

624349注

223270注

5666592注

每注奖金
（元）

10000000

6000000

88777

53266

4405

2643

200

100

10

5

5

应派奖金合
计（元）

10000000

6000000

9144031

1811044

3612100

647535

6844200

1150900

6243490

1116350

28332960

滇渝：
启动2018“体彩·新长城”助学

近日，云南和重庆体彩中心分别启动
2018年度“体彩·新长城”助学活动。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活
动是国家体彩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05 年开始联合开展的一项全国性公益
助学活动，活动通过为优秀特困大学生提
供关爱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减轻
生活压力，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
爱，以更轻松的心态和更坚定的信心投入
到学习和成长中，并将爱心传递下去。截
至 2017年，国家体彩中心与各地体彩中心
已共同为该活动累计投入 903 万元，先后
资助了 22个省（区、市）的优秀特困大学生
2091人。

11 月 15 日，“体彩·新长城”助学活动
在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礼堂举行，
共资助 110名大学新生。

2017 年，云南体彩首次举办该活动，
惠及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0 名特困学
生。今年，云南体彩加大了活动力度，在云
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师范大学
两所高校共捐助 110 名优秀特困大学生，
其中向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捐助
50 名学生，向云南师范大学捐助 60 名学
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本年度，重庆将有 30名优秀特困大一
新生受到资助，每名学生获得 4000元助学
金。受助学生需满足成绩优秀、品质优良、
家庭困难等条件，由受助学校和中国扶贫
基金会认真筛选，国家体彩中心和市体彩
中心审验确认，经公示后确定名单。通过
一套严谨的流程确保捐助资金用在最需要
的学子身上。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体育彩票·新长
城助学基金”关爱活动首次到重庆。早在
2014年，该活动就资助了 50名优秀特困大
学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近几
年，重庆市体彩中心不断收到受助学生的
感谢信。来自重庆三峡学院的刘春在信中
写道，“感谢新长城计划的资助，让我的大
学生活没有太多顾虑，能够全力钻研专业
知识并广泛涉猎课外知识，也教会了我在
生活中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人。”另一位受
助学生陈艮海则写到，“当我收下新长城助
学项目给予我沉甸甸爱心的那一刻，我肩
上又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把爱传递。在
校期间，我就加入了青年志愿者协会，身体
力行地将手中的爱进行传递。”可以说，每
一封感谢信都让人看到，一个在体彩公益
助学下寒门学子茁壮成长的故事。

江苏：
第四季“体彩爱行走”落幕
11月 11日，江苏第四季“体彩爱行走”

活动圆满结束。从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1
日，活动共吸引 4.56万人次参与，累计筹集
的公益步数超过 4.83亿步，用于援建“体彩
春蕾班”的 20万元体彩爱心基金成功募集
到位。

11月 10日，“体彩爱行走”第四季线下
活动在南京眼步行桥举行。百余位江苏网
友经过专业健身教练的热身指导后，从南
京眼步行桥下出发，沿扬子江徒步至国家
滑板队训练基地附近的折返点，再按原路
返回，全程约 6公里。当天活动募集到 150
万步。就在活动进行的同时，本次活动目
标——20万元体彩爱心基金也募集完成。

连续开展了四季，“体彩爱行走”活动
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参与人群也越来
越广泛。2018年爱行走共开展了 14天，对
比去年活动时间虽然缩短了，但日均参与
人次、募集步数却提升了。2017 年，“体彩
爱行走”日均参与人次约为 2285人次，日均
募集步数约为 3047万步。2018年，“体彩爱
行走”日均参与人次约为 3259人次，对比去
年同期上升了 42%；日均募集步数约为
3453万步，对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3%。

由于以往的爱行走都是在秋天开展，因
此，每到国庆长假过后，人们总是习惯性地
期待一场为爱加注的行走。48岁的武先生，
每天五点起床跑步十公里，让他从 190斤减
到160斤，曾经困扰他的高血脂、高血压都不
存在了，他从去年起就开始关注“体彩爱行
走”，两年来的线上捐步活动，他一天都没有
落下。黄先生是爱行走的热心参与者，他不
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积极向身边的朋友推
荐，拉动了千余人的徒步群友加入行走。黄
先生说，希望体彩春蕾班的孩子们，在好好
学习的同时，也要锻炼好身体。

辽宁：
大连体彩开启秋季助学

11 月 2 日，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
四平镇的大连体彩希望小学迎来大连体彩
爱心团队。随着爱心团队一行人抵达学
校，大连体彩爱心团队 2018年秋季助学行
动拉开帷幕。

大连体彩希望小学自 2011 年揭牌成
立，大连体彩中心即成立体彩爱心志愿者
团队，与孩子们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每年
组织助学活动。此次已是大连体彩爱心团
队第八次走进普兰店四平镇体彩希望小
学。当天的助学活动在学校教室举行，大
家首先一同观看了家庭教育宣传片《戮力
前行》，了解该校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成果。

随后，由爱心人士代表元杰发表感言，
表达了爱心人士对助学活动长期关注的决
心，将继续用绵薄之力为孩子成长贡献力
量，同时也表达了在活动中体会到“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的幸福感。受助学生韩凤玉
的家长在发言中感谢了爱心人士的雪中送
炭，在他的家庭遭遇困难之时援手，为家庭
减轻了孩子教育成长等方面的负担。受助
学生代表连欣瑜则表示，叔叔阿姨们的关
爱犹如四月的春风扫去了童年的阴霾，让
他感受到社会的美好，给了他战胜困难的
勇气。孩子们都表示，会更加努力地学习，

回报社会各界的关爱。
随后，带着助学金、文具、新衣、零食等

沉甸甸的礼物，20 余名爱心团队的志愿者
与数十名学生连同家长围坐在一起，互相
交流彼此近况。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健康
情况、家庭经济情况等，都是志愿者们关注
的问题。有的志愿者从孩子上一年级起就
开始资助，几年来的相处，让双方已如亲人
般熟悉。现场，孩子们高兴地试穿叔叔阿
姨们送来的羽绒服、棉衣，背起新书包，翻
看着崭新的儿童书籍。

八年来，大连体彩中心累计为体彩
希望小学捐赠取暖煤 30 吨，用于解决学
生冬季取暖问题；为全校学生配备校服；
为学校更换纱窗 100 余个，解决了以往学
生一边吃饭一边赶苍蝇的困苦。此外，
体彩爱心团队不断壮大，每年都有新鲜
血液注入，今年又有 6 名体彩业主加入
到这一行列中，陆续吸纳了中心员工、彩
票站业主、专管员、媒体记者和社会爱心
人士等。截至目前，大连体彩爱心团队
已累计资助学生 71 人，其中 42 名学生已
升入初中。

●时评
让大家的公益落地

说起体彩公益，它不仅是体彩机构要
做的事，也需要更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
近年来，江苏、辽宁等地体彩在举行公益活
动时，都增加了互动环节，让体彩业主和更
多爱心人士有机会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
做公益，从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
助。

江苏的“体彩爱行走”活动今年进入第
四季，每年参与者都达到数万人次，捐赠步
数的频率越来越快。为了让大家科学健
身、合理捐步，江苏体彩从 2017 年开始限
制每个人每天捐步的上限，即使在“限量”
的情况下，捐步的速度仍然越来越快，这足
以说明活动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参与的人
数越来越多。

虽然活动需要匹配的公益金是由江苏
体彩提供，但是活动的过程让更多人的爱
心有了释放的空间，让大家体会到做公益
的满足与愉悦，这才是“体彩爱行走”活动
的真正目的。

公益靠大家，随手做公益。像江苏体
彩举办的“爱行走”这类的活动，正是为大
众提供了随手做公益的机会，也让大家的
公益得以落地。

体彩机构发起 爱心人士参与

四地体彩接力助学
近日，云南和重庆体彩相继启动2018 年度“体彩·新长城”助学活动，将为百余名生活困难的大学新生送去体

彩助学金，减轻他们的负担；江苏第四季“体彩爱行走”温暖落幕，4.56 万人次累计捐赠 4.83 亿步，用于援建“体彩
春蕾班”的 20 万元体彩爱心基金到位；辽宁大连体彩爱心团队连续第八年前往体彩希望小学，一对一帮扶，为孩
子们送去文体用品和助学金。体彩机构发起的助学活动，得到众多爱心人士的踊跃参与，大家一起为需要帮助
的大中小学生送去关爱。

第四季第四季““体彩爱行走体彩爱行走””活动参与者活动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