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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130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5月17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7882650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84118元
本期开奖号码：7 2 5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263245.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16日

全国中奖注数

10585注

0注

15994注

本地中奖注数

218注

0注

82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9年5月17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2140948元
本期开奖号码：7 2 5 3 3

本期中奖情况(第19130期）

奖等

一等奖

258650795.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16日

中奖注数

52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52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19年5月17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5821508元
本期开奖号码：6 7 7 6 4 4 2

本期中奖情况（第19056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31214521.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16日

中奖注数

0注

17注

145注

2277注

28234注

361469注

392142注

每注奖金
（元）

——

26096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0

443632

261000

683100

564680

1807345

3759757

★彩票开奖★

近年来，各地体彩业主自发成立志愿
者组织，把做公益当作日常工作的一项内
容。

众所周知，体彩销售时间长，尤其对
于业主们来说，几乎全年无休，每天的工
作时间也很长。但是近年来，体彩业主做
的好事却越来越多，他们不是时间充裕
了，而是挤出时间去做好事，有很多业主
还是自掏腰包。

湖北的李齐心是一个热心肠，他平时
经常去各地给其他体彩销售人员上课，每
年还会关爱周边需要帮助的人。近日，他
买来一台价值 9 万元的农机具，送到家乡

村民的手中。
山东淄博等地都成立了体彩志愿者

组织，他们也会定期根据受助群体的需要
为他们送去及时的帮助。

为生活在敬老院的老人们包一顿饺
子、剪一次头发，看似是小事，却给老人们
带去关爱和快乐。这样的关爱并不是一
次性的，而是经常性的，体彩志愿者们的
关爱让老人们能够心情愉悦地度过晚年。

时间像海绵，愿挤总是有的。很多体
彩业主之所以能挤出时间去做好事，是因
为他们心里装着公益、装着爱，这样才能
把做好事融入自己的日常工作之中。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最近，很多人的
微信朋友圈被一条条时尚动感的“体彩
视频”刷屏了！

视频中，年轻人几乎无所不在。在
体育彩票 LOGO 屏幕前的年轻人，在运
动跑道上的年轻人，在动感单车上的年
轻人，在篮球篮筐前的年轻人，在体彩游
戏体验机前的年轻人，在体彩 25 年光影
墙前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组成了一
道亮丽风景线，与正在迎来全国统一发
行 25 周年的中国体育彩票一起，成为很
多人朋友圈中的一抹亮色，闯进很多人
的视野，进入很多人的生活。

是的，很多人。而且，这“很多人”
中，更多是“年轻人”。

刷屏于朋友圈中的“体彩视频”，记
录的是眼下人气超高的一项体彩活动。
这项以“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
光”为主题的“时光隧道”体彩线下互动

体验活动，从 5 月 3 日至 6 月 9 日在天津、
武汉、广州、成都、青岛、上海等六个城市
陆续掀起。在这场体育彩票的“公益亮
相”中，年轻人成了最被眷顾的群体。

无独有偶，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一
项体彩活动中，年轻人也是主角。5 月 4
日，上海杨浦足球超级联赛体彩嘉年华
活动走进五角场商圈合生汇商业广场，
向广大青年普及体育彩票，通过线下互
动体验活动，传递“责任、诚信、团结、创
新”的体彩精神。在这项体彩活动中，年
轻人也是最主流的参与群体。

互动，运动，公益，时尚，这些都是当
代年轻人最热衷的元素，也是体育彩票
核心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
是，以“时光隧道”为代表的最热门的体
彩社会化活动，恰恰都结合了这些元素，
更为贴近年轻人的心理，契合年轻人的
需求。比如，在上海的体彩嘉年华活动

中，体育彩票就设置了三个板块，每个板
块都安排了集齐“互动章”就能领取纪念
礼物的互动游戏。有据统计显示，5 月 4
日的活动参与者超过300 人，其中参加三
项集章活动者超过 200 人。这说明，“互
动的体彩”是多么受人欢迎。

除互动之外，时尚元素在“时光隧
道”等体彩活动的板块设计环节也得到
了重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时光隧
道”活动在全国六个城市的选址上，也全
部选择在年轻人聚集的时尚商圈举行
——天津的河东万达、武汉的光谷步行
街、广州的白云万达、上海的新大陆广场
等，无一不是当地年轻人的“打卡地标”。

生于 1994，体育彩票风华正茂。有
人说，体彩与“90 后”一起成长。有人说，
体彩就是一个“90 后”。不管怎么说，25
岁的体彩，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
着年轻一代，拥抱着未来。

彩市新语

这条时光隧道 如此眷顾年轻一代

送农机具 访敬老院

体彩业主自发做好事
近日，湖北襄阳体彩业主李齐心

和山东淄博部分体彩业主自发做好
事，为村民送去农机具，看望敬老院
的老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体彩业
主、销售员自愿成立或加入志愿组
织，定期开展公益活动，为需要帮助
的群体送去及时的帮助，传播体育彩
票“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也让更
多的人感受到体彩的大爱。

5 月 10 日，“李三彩乐吧·旋耕机捐
赠仪式”在襄阳老河口市孟楼镇余沟村
举行。襄阳体彩业主李齐心为当地村民
捐赠了一台价值 9万元的旋耕机。

当日一大早，捐赠现场就聚集了很
多村民，他们都想见见这位爱心人士并
当面表示感谢。上午 10 时，捐赠仪式开
始，老河口市人大、市政府、扶贫开发协
会、扶贫办及当地村镇相关领导出席并
致辞。李齐心将旋耕机钥匙交给村民代
表。他说，“作为一名老河口人、一名体
彩人，我希望自己的这份力量能够帮助
当地村民改善生产条件，今后我也将继
续关注余沟村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李齐心是一名体彩销售业主，先后在
老河口市和樊城区开设中国体育彩票专
营店，其销售点多次被评为“湖北体彩优
秀销售点”“襄阳体彩规范运营示范点”，
其个人被评选为“湖北体彩十佳业主”和

“襄阳体彩责任彩票践行小组优秀代表”。
提起这次捐赠旋耕机一事，李齐心

表示，自己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拿过铁
锹，干过农活，农民的辛劳和勤奋一直铭
记于心。从事体育彩票销售以来，自己
从未忘记社会责任、公益初心，只要能够
为家乡人民做一点好事，帮助村民早日
脱贫致富，花再多钱都值得。

湖北体彩业主捐赠旋耕机

5月 9日，淄博市淄川区体彩爱心站长
们自发组织爱心公益活动，来到张庄敬老
院，为老人们理发、包饺子、打扫卫生，与
老人们拉家常并送上体彩保温杯。

当日上午，淄川体彩一行 11 人到达
张庄敬老院，一进门便看到院子里有几
个老人乐呵呵地守望着。“听说你们要
来，几位老人一大早就起来了，坐到院子
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等你们来呢！”敬老院
的管理员说。

爱心站长们将饺子面、胡萝卜、肉馅等
材料送到厨房。“时间不早了，我们抓紧时
间干活吧，不能让老人们错过吃饭时间。”
站长们一下车，便忙活开了。大家分工明
确，有围着大盆在院子里洗胡萝卜的，有在

厨房案板上切葱姜准备拌馅的，也有倒出
饺子粉加水和面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忙碌，11 点 40 分，
饺子已经煮好，香蕉、红豆罐头和体彩保
温杯也已经摆放好，等待着老人们依次来
领取。了解到有几位老人腿脚不便后，站
长们又将盛好的水饺等送到老人房间，并
与他们聊天话家常。

淄川区体彩办专职副主任姜蔚说：
“淄川体彩部分站长自发成立‘大乐透红
单联盟’，站长们从每一单的盈利里拿出
一角钱来做公益。这次看望敬老院老人
的全部费用都是从这里面出的。未来，我
们的公益脚步不会停止，将组织更多的公
益活动，传递正能量。”

挤时间做公益短评

山东淄博体彩站长慰问敬老院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