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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15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6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5939642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9140元
本期开奖号码：0 8 1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69090.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12日

全国中奖注数

5714注

0注

9907注

本地中奖注数

24注

0注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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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555046元
本期开奖号码：0 8 1 1 6

本期中奖情况(第19155期）

奖等

一等奖

256100304.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12日

中奖注数

61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6100000元这个夏天，公益体彩六次开启“时光
隧道”，用一系列兼具公益性和趣味性的
活动漫步 1994年至 2019年的 25载岁月旅
程。6月 7日至 9日，体彩“你未必光芒万
丈 但始终温暖有光”品牌活动收官站在
上海新大陆广场举行，超过5000名观众到
场“打卡”，与公益体彩一起幸福追光。

奥运冠军王励勤爱心添彩
相比前五站“时光隧道”，上海站增加

了两项与足球有关的游戏——颠球挑战
赛和运球过障碍挑战赛。活动期间正逢
2019年女足世界杯开幕，公益体彩邀市民
一道为铿锵玫瑰加油助威。

足球达人崔先生是活动现场第一位报
名参加颠球挑战赛的选手，靠着过硬的颠
球技能，他将小黑板上自己的名字一直保
留到了最后，顺利捧回冠军签名 T恤。“我
在旁边的商场里上班，从前天看场地搭建
到今天参加活动，算是活动的全程见证者

了。我喜欢足球，也常买足彩，自然对体彩
公益也有一些了解，这个活动能让更多人
在游戏互动中了解体育彩票的公益性。”

听闻体彩“时光隧道”走进上海，乒乓
球奥运冠军王励勤也特意送来祝福。作
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王励勤一直热心体
育和公益事业，有感于体彩长期以来对公
益的支持，他特意送上亲笔签名的球拍和
运动T恤，为爱心添彩。

广播体操互动展演致青春
广播体操展演环节是“时光隧道”体

彩品牌活动的保留项目，上海站的举办时
间恰好“撞”上高考，志愿者在体彩时光长
廊中领跳几套广播操，和现场观众一起回
忆校园往事，用运动“致青春”。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人民健康水平
不断提高，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需
要，也是体育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首要任

务。今年 4月，国家体育总局等七部委发
布了《关于广泛推广普及广播体操的通
知》。要求各单位、有关部门充分认识推
广普及广播体操的重要意义，采取切实措
施保障推广普及广播体操工作落到实处。

发行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作为体
育事业支柱型的资金来源，在推进全民健
身计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益金支
持修建配置的健身路径遍布全国，为提升
大众身体健康水平，提升群众生活的幸福
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时光隧道”上演温情合家欢
由于收官站恰逢端午假期，上海体彩

在现场为观众精心准备了 600 个粽子香
囊，贴心又应景的小礼物自然很受欢迎。

“时光隧道”上海站迎来了许多家庭
“组团打卡”。互动光影艺术墙前，屏幕的
流动“沙画”效果让人们惊奇不已，一对姐
妹站在墙壁前挥手互动，露出沙画后面一
张张受助者的笑脸；“时光长廊”红色的背
景墙吸引了众多夫妻和情侣拍照留念。

人气最旺的要属投篮机场地。刘迎
春先生带着外孙与“时光隧道”偶遇，外孙
玩得认真，老先生一直守在一旁，为活动
点赞的同时，他还向工作人员提出改进建
议，希望增加更多体育互动游戏。“体育游
戏当然不仅孩子喜欢，你看这个投篮机，
很多成年人也来体验。对于上了年纪的
老人来说，短跑、颠球就不太合适，要是能
有棋牌类的活动，我肯定参加。”

夜幕降临，在灯光的照映下，“你未必
光芒万丈 但始终温暖有光”活动标语 logo
格外醒目，不少年轻人把背景墙当作时尚

“打卡”地，纷纷合影留念。
在互动中加深对体育彩票的品牌认

知，感受公益体彩带来的快乐和美好，公
益体彩第六次“时光隧道”穿越之旅幸福
收官。

6月 10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66期前
区开出号码04、10、11、18、31；后区开出号
码 05、08。本期通过 2.72亿元的全国发行
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823 万元。
本期全国共中出 5注一等奖，每注奖金为
1000万元，分落广东（4注）和湖南。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的 4 注 1000 万
元分落深圳（3 注）和东莞的四家网点。
其中，东莞中出的是一张 7+2 复式票，单
票擒奖 1003万元。深圳中出的 3注 1000
万元分别出自：一张“前区 3胆 5拖+后区
2 拖”的胆拖票，单票擒奖 1001 万元；一
张 8+2复式票，单票擒奖 1005万元；一张
7+8复式票，单票擒奖 1341万元。

湖南中出的 1 注 1000 万元出自怀
化，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10 元投入的单
式票。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
注，本期来自广东和湖南的五位幸运购
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均少拿了 800 万
元追加奖金，从而无缘 1800 万元单注最
高追加一等奖。

二 等 奖 开 出 128 注 ，每 注 奖 金 为
26.51 万余元；其中 38 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21.20万余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47.72万元。

三等奖开出 248注，单注奖金固定为
1万元。

奖号方面，前区 04、10、11、18、31 分
布范围较广，开出了 2 号段外的号码。
最小号码开出 0号段上的 04；1号段上开
出 10、11、18；10、11 以连号形式开出，其
中 10 复制上期（第 19065 期）奖号；最大
号码开出 3号段上的 31。

后区开出 05、08 一小一大号码。最
近 5期，后区奖号的大小号码数量比为 6
比 4，大号略占优。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区的 17已有
40期没有露面，正持续走冷。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46.39
亿 元 滚 存 至 6 月 12 日 开 奖 的 第 19067
期。

高考每年一次，考生都希望自己一生
只有一次高考并且如愿金榜题名。在“坚
持”这件事上，相信没有人愿意在高考的
舞台上打“持久战”。但是，真的就有这么
一个“她”，在参加高考这件事上，已经坚
持了很多年，答卷也交出了很多张。

这个“她”，就是以公益为核心属性
的中国体育彩票。

6 月 9 日，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落幕。高考期间，各地体育
彩票机构以多种形式参与到大考之中，为
志在四方的莘莘学子加油。我们来看一
下，助力高考，体彩都有哪些“姿势”。

6 月 3 日，杭州市体彩中心提供支持
的“爱心助考活动”首发。这项活动的亮
点在于，考生家庭可以在线申请免费使用

微公交新能源车辆，还可以在考点之外享
受微公交车队提供的免费应急服务。

今年高考期间，湖北体彩也以多种
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一篇题为

“高考服务大合唱，湖北体彩义工获点
赞”的报道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6 月 7
日至 8 日，洪湖市数十名体彩销售业主
自发组成“爱心车队”，用私家车为考生
和家长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襄阳体彩在
考场周边“送清凉”，为考生和家长赠送
矿泉水等。

在山东枣庄，“爱心助考”正在被打
造成为一项坚持了八年的体彩志愿服务
品牌公益活动。送水、送温巾、送祝福、
提供休息椅……一件件小小善举，温暖
着考生，温暖着社会。

6 月 7 日至 8 日，南京市体彩中心在
一些体彩门店设立“高考服务网点”，为
学子助力，为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休息场
所。为了把助考工作落到实处，体彩门
店还为考生准备了包含有涂卡笔、签字
笔、直尺、三角尺、量角器、橡皮、笔芯等
在内的考试用品文具袋；南京体彩还制
作了《健康备考手册》，为高考家庭提供
心理健康辅导。

爱心助考，体彩在行动。事实上，中
国体育彩票以为高考家庭加油助阵的方
式“参加”高考，执着地坚持了很多年。

2019 年高考结束了，体彩与高考的
话题依然在路上。体彩每年都在“参加
高考”，每年都会交出答卷。对于“她”的
高考答卷，您给打多少分？

体彩“时光隧道”活动申城收官

广东斩落4注 湖南收获1注

体彩大乐透中出5注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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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市新语
参与高考“她”执着了很多年

上海站设置了足球互动游戏环节上海站设置了足球互动游戏环节。。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19年6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088120元
本期开奖号码：0 8 8 5 9 7 4

本期中奖情况（第19067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20064079.1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12日

中奖注数

1注

9注

181注

1779注

21334注

254566注

277870注

每注奖金
（元）

5000000

31935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5000000

287415

325800

533700

426680

1272830

7846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