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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11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5月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7149390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87742元
本期开奖号码：2 1 1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02486.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5日

全国中奖注数

4903注

5391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6注

18注

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9年5月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693754元
本期开奖号码：2 1 1 5 5

本期中奖情况(第19119期）

奖等

一等奖

260293738.5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5日

中奖注数

50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50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9年5月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71425230元
前区 11 15 16 20 29
后区 04 08

本期中奖情况(第19051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5344151471.3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5日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1注

0注

84注

55注

137注

595注

10989注

16947注

22665注

542297注

6109830注

每注奖金
（元）

10000000

——

500949

400759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
计（元）

10000000

0

42079716

22041745

1370000

1785000

3296700

3389400

2266500

8134455

30549150

自 1984 年开始筹备，到 1994 年正式全
国统一发行，中国体育彩票的酝酿之路历
经 10年。从 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到 2019
年走过 25年，中国体育彩票始终与人民同
行，与公益同行，与民生息息相关，与社会
发展如影随形。中国体育彩票的 25 年发
展进程，就是一部透过不同时期“历史大事
件”而书写的责任体彩奋进史、追梦史。

起步创业 奋进超越
（1994年-2003年）

1994 年到 2003 年，是中国体育彩票起
步创业、奋进超越的发展阶段。

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印
制 的《中 国 体 育 彩 票 全 国 发 行 15 周 年
（1994-2009）纪念册》中，这样描述体育彩
票的起步创业之势——体育彩票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正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在体育彩票事业最初的萌芽阶段，在
“抱成团，求生存”的精神鼓舞下，体彩先行
者们开始了体育彩票事业的探索和开创。
1994年 4月 5日，国家体委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成
立。此后，全国 31 个省（区、市）相继成立
了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全国体育彩票管理
机构布局初步完成，走向抱团谋发展之
路。1994年到 2009年，中国体育彩票从最
初为体育事业募集资金开始，经历了即开
型规模销售阶段，开始了电脑体育彩票销
售的探索和试点工作。

2000 年到 2003 年，体育彩票迈入奋进
超越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电脑体育彩
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将体育彩票通
过发行销售筹集公益金的进程推向了一个
崭新阶段。

2001 年 10 月，全国联网足球彩票发行
上 市 ，受 到 广 大 购 彩 者 和 球 迷 的 欢 迎 。
2002 年 9 月，西藏电脑型体育彩票开始联
网销售，标志着电脑型体育彩票在全国所
有省份（港澳台除外）全部开通。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0 年到 2003 年期
间，电脑体育彩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发行销售水平处于行业领先位置，将体育
彩票通过发行销售筹集公益金的进程推向
了一个崭新阶段，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
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撑。

蓄势调整 创新发展
（2003年-2011年）

2003 年至 2006 年，中国体育彩票进入
蓄势调整阶段。

体育彩票于 2003年开始自主研发半热
线、全热线兼容的系统，于 2004 年启动全
热线系统建设工作，陆续推出了全国联网
销售、统一摇奖的 7星彩和排列 3。

这一时期，发生了陕西西安“宝马彩票
案”。2004年，全国体育彩票工作会议在湖
北武汉召开。面临销量和份额双双下滑的
局面，全国体育彩票界深刻总结“宝马彩票
案”经验教训，积极应对体育彩票发展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坚持“抱成团、求发展”的思
想，在系统建设、玩法研发、队伍建设和制
度建设等方面走上振兴之路。

2005 年，在山东省举行的全国体彩工
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首次提
出：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同一
年，财政部对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进行调
整，中央集中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加大用于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医疗卫生、教
育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力度。中国体育
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更加重大、
更加光荣。

这一时期，全国体彩系统在“抱成团，
求发展”精神鼓舞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为新的腾飞积蓄力量，调整步伐。

2007 年至 2011 年，中国体育彩票进入
创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一些体育彩票重
大法规对外发布，为体育彩票发展提供制度
性保障和引领，体育彩票驶入创新发展、科
学发展的航向。这三年，是实现《体育彩票
十一五发展规划》承前启后的 3年，也是体
育彩票迈向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2007 年 8 月 15 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
了《2007- 2009 年 体 育 彩 票 发 展 实 施 纲
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体育彩票发
行销售管理工作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体育
彩票迈向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
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9年 5月 1日，新单场竞猜（竞彩）足
球游戏在辽宁试销，随后在全国推广。11
月 6 日，竞彩篮球游戏上市。竞彩游戏的
诞生，标志着体育彩票同类游戏向国际接
轨迈出了第一步。

2019年 5月 4日，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系统规范彩票管理工作的行政法规，

《彩票管理条例》颁布并于当年 7 月 1 日施
行。《条例》的颁布实施对维护彩票市场秩
序、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0 年 1 月，《2007-2009 体育彩票发
展实施纲要》落实完成。体育彩票销量由
2006 年的 323 亿元增加至 2009 年的 568 亿
元，增长了 76%，实现了年平均增长率 25%
的目标。3年间体育彩票累计销售 1410亿
元，占 15 年总销量的近一半，共筹集公益
金 397 亿元，为国家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
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
有力的经济保障。

2011年 4月，中国体育彩票实现开奖过
程网络直播，接受社会公众和购彩者的监
督。7月，位于北京市丰台体育中心的中国
体育彩票开奖大厅对外开放，社会公众可持
有效证件现场见证、监督体育彩票摇奖、开
奖全过程。开奖大门的敞开，是体育彩票公
信力建设的创新之举，为体育彩票赢得更多
的社会美誉度打造了不断开放的平台。

十八大以来 成就斐然
（2012年-2019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跟随我国体育发展
改革的步伐，体育彩票系统主动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新常态，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坚
定不移地推动体育彩票事业稳步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绩。

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在各项建
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果，为体育彩
票服务于民生、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
育事业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焕发了新的
动能。

十八大以来，我国彩票法律法规建设
进一步完善，体育彩票依法制彩的制度性
保障更加坚固牢靠，体育彩票发展更加有
法可依。主要表现有——

2012 年 1 月，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
育总局联合发布《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3 月，财政部公布了最新修订的《彩票
公益金管理办法》。2014 年 9 月，《体育彩
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施行。

十八大以来，体育彩票的责任彩票建
设工作进一步推进。主要表现有——

2012 年 2 月，在全国体育彩票工作会
议上，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神被
首次正式提出。这是体育彩票多年发展过
程中凝聚的精神力量，是一代代体彩工作
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2017 年，在全国体育彩票半年工作会
议上，中国体育彩票明确了“建设负责任、
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
发展目标，制定了《中国体育彩票责任彩票
工作三年实施纲要（2018-2020）》，大力加
强责任彩票体系建设。自此，责任体彩建
设成为全国体彩人的共识。

十八大以来，体育彩票的责任彩票建
设成果进一步显现。主要表现有——

2018年 3月，国家体彩中心发布《中国
体育彩票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报告
总结了体彩统一发行 24年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彩票坚持“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始终倡导“公益体
彩，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走出了服务社
会、践行公益，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彩票发
展道路。这份报告的发布具有重要的标志
性意义。它向社会传递了中国体育彩票作
为国家公益彩票对国家、社会和购彩者所

应承担的责任。
2018 年年底，中国体育彩票通过世界

彩票协会（WLA）责任彩票三级认证。这是
中国体育彩票在践行责任理念、坚持合规
运营、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在世界范围内
得到的肯定。

十八大以来，体育彩票公益事业建设
不断深化，信息进一步公开，体育彩票担当
的社会责任更加广泛。主要表现有——

2015年 5月，《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使
用情况研究报告 (1994-2013)》正式对外发
布。这是我国首部以研究报告形式对体育
彩票公益金及其使用情况全面系统梳理的
专题报告。

2016年 5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
发展“十三五”规划》，全面部署“十三五”
时期体育工作，“做好体育彩票工作”被明
确写入条款。《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
要“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大力强化体
育彩票的公益属性、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公
信力建设”以及“加强公益金的使用管理绩
效评价，不断提升体育彩票的社会形象。”

十八大以来，体育彩票进一步拓宽创
新发展之路，体彩创新呈现重公益、接地
气、受好评的特征。主要表现有——

2018 年 2 月 2 日起，体育彩票票面升
级，票面上出现“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元”的字样。购彩者在购买体育彩票的同
时，可以清晰地获知自己为公益事业作出的
量化贡献。此举，标志着体彩公益的透明度
得到进一步增强，广受社会各界赞誉。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体育彩票部分游
戏实现兑奖“跨省通兑”。中国体育彩票超
级大乐透、7 星彩、传统足彩和竞彩游戏单
注奖金在 1万元及以下的中奖彩票，在兑奖
有效期内可跨省级行政区域兑奖。有评论
称，体彩通兑的一小步，是便利购彩的一大
步，更是责任体彩的具体体现。

十八大以来，体育彩票公信力建设更
加与时俱进。主要表现有——

2015 年 1 月，中国体育彩票公布当年
开奖信息发布指定媒体，手机客户端直播
媒体首次加入。这标志着，体育彩票在开
奖信息发布环节，更加注重与时代接轨，更
加与时俱进。

十八大以来，体育彩票游戏更加深入
人心，购彩者通过购买体育彩票为公益事
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收获了更多幸
运。主要表现有——

2014 年 8 月，山东一购彩者独中体彩
大乐透 4.97亿元巨奖。这也是迄今为止尚
无人打破的体育彩票中奖金额最高纪录。

新的时代 新的征程
（2019年-）

1994 年至 2019 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统一发行 25 周年，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4700 亿元，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作
出了巨大贡献。进入 2019 年，体育彩票站
在历史新起点，踏上新时代，展望新征程。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
样的历史背景下，近年来，体育彩票公益金
的使用方向，更加聚焦于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集中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1994 年至 2019 年，中国体育彩票置身
于改革开放 40年的历史洪流，历经 25年风
雨跋涉，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
道路，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公益事业作出了
重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存在着巨大
的提升空间。

牢记使命，展望未来，中国体育彩票将
始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
把握国家公益彩票的基本定位和发展方
向，进一步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
展宗旨，不断推进责任彩票建设，要把体育
彩票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和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格局中去谋划，
要打造一支过硬的体育彩票队伍，勇于直
面困难，开拓创新，凝心聚力，奋力走好新
时代的体育彩票新征程。

透过历史“大事件” 看体育彩票发展成就

奋进25年 责任体彩书写追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