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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17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7月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5847796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103866元
本期开奖号码：3 8 9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92619.3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30日

全国中奖注数

5886注

0注

12713注

本地中奖注数

11注

0注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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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174352元
本期开奖号码：3 8 9 5 8

本期中奖情况(第19175期）

奖等

一等奖

265635272.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30日

中奖注数

161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61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9年7月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64828767元
前区 05 06 07 11 16
后区 02 11

本期中奖情况(第19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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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9058171.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30日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4注

2注

102注

33注

288注

780注

21617注

24472注

51805注

794192注

7354056注

每注奖金
（元）

10000000

8000000

360251

288200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
计（元）

40000000

16000000

36745602

9510600

2880000

2340000

6485100

4894400

5180500

11912880

36770280

“乐透”是英文“lottery”的音译。
在我国，体育彩票乐透型游戏包括全
国联网发行的大乐透以及在一些省
份销售的 22 选 5、31 选 7 等同类游
戏。

这其中，大乐透是彩票业界公认
的体彩乐透型游戏领跑者。关于大
乐透，有几组关键数字。

2366 亿元和 834 亿元。大乐透
2007 年 5 月 28 日发行上市，12 年来通
过 2366 亿元发行量，筹集了超过 834
亿元的体彩公益金。这些公益金，被

广泛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
36%。大乐透的公益金计提比例

为 36%，即，购彩者每买 2 元 1 注的大
乐 透 将 贡 献 0.72 元 公 益 金 。 而 在
2016 年以前，大乐透的公益金计提比
例为 35%。从 35%到 36%，这 1%的提
升，意味着大乐透为公益事业作出的
贡献将更多、更大。

1800 万元。当前，大乐透正在实
施新规则，单注投注最高奖金为 1800
万元。这也是我国彩市在非派奖期
间的单注奖金最高纪录。

14 个 4.97 亿元。大乐透历史上
一共中出 14 个亿元巨奖，其中，2014
年 8 月于山东淄博中出的 4.97 亿元
至今仍保持着体彩第一大奖纪录。

自 1994 年全国统一发行 25 年以
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
过 4800 万元。在市场开拓进程中，
无论是发行表现、公益金贡献，还是
返奖于购彩者、回馈市场等，以大乐
透作为领航者的体彩乐透型游戏都
是重要的生力军——就像大乐透的
宣传语所说，“乐透不止，畅活由你。”

6 月 28 日，在全党上下认真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隆重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之际，省体彩中心
党支部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初心
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
动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努力
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
绩。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兴海同
志莅临指导主题教育工作。

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庄严誓言。在鲜
红的党旗下，与会党员佩戴党徽，举起右
手、握紧拳头，庄严宣誓，重温入党宣誓时
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决心，在党旗下接受心
灵的净化和洗礼，牢记共产党员的政治责
任和历史使命，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
色。

创新学习方式，接受思想洗礼。集
中 3 天时间，以支委成员领学、与会党员
逐字逐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方
式，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
学。及时推送公众号、在党员学习交流
群开展积极交流讨论、分享笔记等，在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上下深功夫，为高质量推进主

题教育奠定扎实基础。
借助榜样力量，强化思想引领。榜样

是无声的教材，典型有无穷的力量。“两弹
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直到今天仍彰显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为
进一步弘扬和践行“两弹一星”精神，使其
成为激励党员拼搏进取，担当负责的有力
思想武器，中心组织观看了《初心与使命》
专题教育片第一集：两弹一星奉献精神，
引导党员同志对照榜样，发扬无私奉献精
神，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好群众，全力以赴
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题党课辅导，牢记初心使命。支部
书记郭大忠同志作了题为《追初心 明使
命 树立党员好样子》的专题党课，从为有
源头活水来探寻党员最开始的样子、勿被
乌云遮望眼查找党员有哪些不好的样子、
而今迈步从头越树好新时代“共产党员好
样子”三个方面谈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要求中心党员做政治信仰坚定、组织
纪律严格、勇于担当负责，各方面都起其
先锋作用的党员。

专题研讨交流，领导莅临指导。在中
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
间，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第三指导组组长刘兴海两次莅临中

心指导主题教育工作。在主题党日上，刘
兴海出席专题研讨会。在全程聆听与会
同志的发言后，一一进行了点评，并对中
心继续开展好主题教育工作做了重要安
排。他强调，做好主题教育，是全党上下
当前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中心党员同
志要做好以下四项工作：一要向时代取
经，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国内形式的
分析，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二要向历史问道，探求中

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到发展壮大走过的
路，回顾党一路走来的厚重足迹，更加坚
定“四个自信”。三要跟自己交流，认认真
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多思多想、在学深悟透、系统全面、
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上下功夫，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四要
向先进典型学习，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精
神担当，对照典型对象寻找差距，在学习
中取得更好实效。

重温入党誓词 铭记初心使命
——省体育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伴随着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排列
五第 19174期的顺利开奖，青海体彩排列
三、排列五双百万元大派送活动——体
彩全城搜索幸运车牌号，6 月 30 日的幸
运车牌揭晓了。

请仔细比对右方图片中出现的字母
和数字查看自家或者身边亲戚朋友是否
符合条件。

幸运儿可携带车辆行驶证到指定体
育彩票销售网点分享朋友圈后，兑换 100
元加油卡哦！

温馨提示
排列五游戏第 19163期至第 19183期

全省送出 3000 张加油卡，共计 30 万元，
先到先得！

（1）时间、期数要注意：在排列五开
奖后五个自然日内需到网点进行登记。
如开奖号码与车牌号码全部相同并且顺
序一致则只能兑换一张加油卡，逾期则
视为自动放弃兑奖。

（2）车牌号要对准：后五位包含字母
的车牌号，请参照字母对应数字对照表。

（详情请进体彩销售网点咨询或见
店内活动海报）

青海体彩排列三排列五双百万元大派送活动
——体彩全城搜索幸运车牌号（19174期）

彩市新语
大公益 大乐透

排列五游戏活动期间，凡在青海省体育彩票销

售网点购买排列五游戏，所选号码与中奖号码4

个相同且顺序一致。例如：当期排列五开奖号

码为 43751，投注号码为 *3751,4*751,43*51,

437*1,4375*，均获得幸运奖赠票500元。中得

一等奖则不参与幸运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