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122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5月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6745856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2734元
本期开奖号码：6 9 2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57021.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8日

全国中奖注数

5953注

0注

14779注

本地中奖注数

6注

0注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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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911824元
本期开奖号码：6 9 2 1 3

本期中奖情况(第19122期）

奖等

一等奖

264980140.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8日

中奖注数

56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5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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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体育局

西 海 都 市 报
联办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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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责编:何兵兵 主任:柴晓萍 责校:红梅

5 月 8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52 期开
奖，前区开出号码“04、10、15、20、24”，后
区开出号码“07、11”。本期是新规则上市
后的第 34期开奖，以 2.76亿元的全国发行
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953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 4注一等奖。其中，1
注为追加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800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花落广东；3 注为
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 万元，分
落河南和重庆。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的 1800 万元追加
投注一等奖出自汕头，中奖彩票是一张 6

元 2注单式追加票。
河南中出的 2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出自洛阳同一网点，中奖彩票是一张
8+3组合复式票，单票擒奖 2206万元。

重庆中出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出自永川区，中奖彩票是一张 9+3 组合
复式票，单票擒奖 1106万元。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来自
广东的幸运儿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 80%奖
金，使得单注一等奖奖金达到了1800万元。

二等奖中出 95 注，单注奖金 48.66 万
元。其中 38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8.93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87.59万元。

本期，三等奖中出 229注，单注奖金为
10000元。四等奖中出 760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 17680 注，单注奖金
为 300元。六等奖中出 16913注，单注奖金
为 200元。七等奖中出 40143注，单注奖金
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605405 注，单注奖
金为 15 元。九等奖中出 6179504 注，单注
奖金为 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53.13亿元
滚存至5月11日开奖的第19053期。

【【彩市新语彩市新语】】

近日，有两则与中国足球有关的消息
传出，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5月7日，《中国青年报》在一篇关于里
皮重掌国足教鞭的分析文章中指出，一场
中国足球的“世界杯豪赌再次上路”。

4 月 28 日，在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创
新创业高峰论坛上，新疆足协副主席孙
继海指出，解决国家队成绩不好问题的
唯一出路是提高青训水平。

谁都知道，对于足球发展而言，国家
队是塔尖，青少年是塔基，塔尖的高度取
决于塔基的厚度。上述两则新闻，在不
同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足球之塔
基、也就是青少年足球水平的话题的又
一轮热议。而在坊间热论之中，关于体
育彩票公益金对于中国足球、特别是对
于青少年足球的支持，不应该游离于话
题之外。

《中国体育报》《中国体彩报》等媒体
多次报道，“谈到支持青少年足球发展，

就不能不说体彩公益金。”《中国体育
报》还曾这样表述：“可以毫不谦虚地
说，在没有多少人重视青少年足球的情
况下，体彩拿出了第一笔钱支持少儿足
球发展。”

从 2009 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决定
每 年 从 体 彩 公 益 金 中 拨 款 4000 万 元
（2013 年起增至 5600 万元），用于青少年
足球、校园足球的发展。那么，在体彩公
益金助力下，我国足球青训处于什么样
的水平？有报道称，以河北华夏幸福
U18 梯队为例，该队 1999 年、2000 年出生
的球员基本都参加过“校园足球联赛”，
水平得到了华夏幸福日本籍教练团队的
认可，“直言其潜力完全在日韩同龄球员
之上，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这样的评价，或许确是真言，或许只
是客套，但不论如何，体彩公益金对于青
少年足球的支持都是实实在在的。《国家
体育总局 2017 年度本级体育彩票公益

金使用情况公告》显示，当年共有 6600
万元体彩公益金用于资助中国足协开展
全民足球运动和青少年足球运动，体彩
公益金“通过向中国足协购买服务的方
式，广泛开展青少年足球活动”。

人们不该忘记的还有，在体彩公益
金助力校园足球的同时，各地体彩机构
还纷纷从自身发行费中支配资金，用于
助力“体彩杯”等校园足球联赛、青少年
足球比赛的举办。这表明，在给养青少
年足球的层面，体育彩票作出的鼎力相
助是立体式、全方位的。

陪伴，是最长久的告白。里皮回来
了，重新陪伴国足，但这种陪伴只是权宜
之计，无法根治中国足球的顽疾。足球
长远发展，还是要靠“从娃娃抓起”，要
治本。在治本之路上，中国体育彩票鼎
力支持足球发展，但并不玩“豪赌”，而
是助力于夯实塔基，给予长久的陪伴和
扶持。

最近，青海人的朋友圈可以说是掀起
了一波热潮，我省西宁市一位购彩者喜中
1.8 亿元巨奖的消息也是人尽皆知。“买体
彩，中大奖”也成为不少人的口头语。但这
位幸运儿到底是谁？为何快一个月了还未
现身呢？现在，小编就来揭秘。

五一小长假后神秘现身

在广大购彩者和网友对巨奖得主身份
的猜测中，巨奖得主王先生（化姓）并没有
让大家等待太久。近日，他终于现身了！
在家人陪同下，王先生现身青海体彩兑奖
大厅顺利办理了兑奖手续。

验票兑奖、戴上面具参加颁奖仪式后，
王先生接受了采访，讲述自己此次购彩经
历。

他乐呵呵地说:“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到
彩票店去购买体彩大乐透，想着买个大复
式，但是手里没带太多现金，所以最后就只
打了一注单式追加票倍投了 10倍，之后就
回家了。”

当晚，我就发现自己中了大奖：“平常
我就有开奖后上网查开奖号的习惯。说也
奇怪，那天晚上我查号的时候就有一种说
不上的感受。眼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号码一
个比一个熟悉时，我当时就‘炸了’，之后
我看到了微信朋友圈里的好多人都在转发
青海体彩官方发出的信息，我这才定下心
来确定自己中奖了。”

至于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兑奖，王先生
说：“你们宣传到位，我知道兑奖方面的规
则。兑奖期限是 60天，所以我也就专门挑
了个时间，准备充分了才过来”。由于心中
有数，确定不会错过兑奖时间，王先生才这

么淡定。

单式倍投追加中头奖

4 月 17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43 期开
奖，我省西宁市第 6301020019 体彩网点购
彩者投注仅 30元就中得 10注一等奖（1000
万元/注，合计 10000 万元）和一等奖追加
10 注（800 万元/注，合计 8000 万元），累计
中奖 1.8 亿元。消息一出立刻在我省购彩
者圈子里成为热议话题，这也成为青海彩
票市场历史第一个过亿元巨奖，直接贡献
税金 3600万元。

当 期 全 国 爆 17 注 头 奖, 迎 来“ 小 井
喷”。前区开出号码“02、06、07、12、15”,后
区开出号码“06、12”。其中，13 注为追加
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800万元（含 800万
元追加奖金），出自青海（10 注）和广东（3
注）；4 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 万元，分落辽宁（1 注）、安徽（2 注）和
宁夏（1注）。

从中奖票我们可以看出，我省中得的
1.8 亿元巨奖票采用的投注方式是最为普
遍的单式追加倍投，仅用 30元就精确命中
开奖号码，收获巨奖，成为当期大乐透全国
最大赢家。

大奖得主语录：
就想告诉大家，这事是真的。

关于彩票。一方面，彩票店内店外挂满
了中奖票，百度上铺满了大奖新闻；另一方
面，很多人也存在疑惑大奖得主会不会是假
的？而王先生在对于自己中得亿元大奖的
经历感到惊喜的同时，他也对我们说：“从我
的经历就已经可以说明，体彩大乐透中奖

是真的。虽然我自己也觉得中头奖的概率
挺低，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奖的真实性，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事是真的。”

但是大奖得主也提醒大家，买彩票要
量力而行，只当是休闲活动，中了是好事，
不中就当献了爱心：“咱们老彩民都知道，
体彩筹集到的资金主要是用于社会公益事
业。我还会继续买下去。”

青海体彩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度也得到了大奖得主的肯定：“来领奖的时
候，我其实有点紧张，但是来了以后发现，
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专业、负责，给我开辟
兑奖绿色通道，指定专人负责，提供一切便
利 ，还 给 我 做 心 理 疏 导 ，让 我 不 要 太 紧
张。”

青海1.8亿元大乐透巨奖得主现身

为中国足球加油 体彩不玩“豪赌”

大乐透19052期开出4注一等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9953万元

巨奖票实拍

大奖得主王先生(左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