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0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79 期前区
开出号码 10、13、16、28、35；后区开出号码
04、05。本期通过 2.71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765 万元。本期全
国共中出 4 注一等奖，每注奖金为 1000 万
元，花落江苏（2注）、河北和安徽。

数据显示，江苏中出的 2 注 1000 万元分
落苏州和扬州。苏州 63101网点中出的是一
张 10+3 复式票，单票擒奖 1152 万元。扬州
57101 网点中出的是一张 8+3 复式票，单票
擒奖 1147万元。

河北中出的 1000万元出自承德 44101网
点，中奖彩票为一张2注4元投入的单式票。

安徽中出的 1000万元出自马鞍山 19101
网点，中奖彩票为一张 10+2 复式票，单票擒
奖 1005万元。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
本期四地幸运中奖者在头奖方面均少拿 800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无缘 1800万元单注追加

封顶一等奖。
二等奖开出 75 注，每注奖金为 70.49 万

元；其中 8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56.39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26.88万元。

三等奖开出 133 注，每注奖金固定为 1
万元。

奖号方面，前区 10、13、16、28、35分布较
为零散，开出了 0 号段外的号码。最小号码
开出 10，该号复制上期（第 19078 期）奖号；1
号段上还开出了 13、16；2 号段上开出 28；最
大号码开出 3号段上的 35。

后区开出 04、05一对小号、连号组合。最
近 5期，后区奖号的大小号码数量比为 5比 5，
持平。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后区的 09 已有 32
期没有露面，正持续走冷。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42.82 亿元
滚存至 7月 13日开奖的第 190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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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9年7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892356元
本期开奖号码：4 3 6 9 5

本期中奖情况(第19185期）

奖等

一等奖

271137326.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9日

中奖注数

14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400000元

7 月 8 日，国家体彩中心在北京召开“每
注善举 温暖如光”活动发布会。本次发布
会从活动主题、活动流程、活动内容到会场
布置，都完美呈现出中国体育彩票鲜活的
气质：很潮很酷很时尚。同日上线了三款
互动游戏，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参与者近
200 万人次，送出奖品近 40 万份。

通过游戏赠送限量版T恤
本次活动主要发布了两件事，一是中国

体育彩票携手宋洋、杨霓、张璇三位青年潮
流设计师联袂推出三款限量版“国潮”风 T
恤；二是中国体育彩票与支付宝平台联合推
出三款线上互动AR游戏。

三款“国潮”风 T恤在设计中以体彩元素
为灵感来源，巧妙融合进东西方时尚元素，新
潮、前卫，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与自我表达的诉
求。三款潮 T为限量版，不对外销售，将作为
线上互动AR游戏的奖品赠送给中奖者。

三款线上互动 AR 游戏分别为：7 月 8 日
至 8月 2日开展的“大乐透在身边”、7月 8日
至 8 月 2 日开展的“即开一下 微笑传递”、7
月 15 日至 8 月 2 日开展的“潮公益 在‘益’
起”。游戏好玩、有趣，参与者随时随地打开
支付宝就可轻松玩起来，符合年轻人追求科
技感、互动性的游戏需求。奖品有中国体育
彩票纪念版金条、华为手机、华为手环、小米
体脂秤、小米旅行箱、收音机蓝牙音箱、大乐
透代金券以及三款“国潮”风 T 恤，丰富、新
颖、时尚、健康。

体彩用年轻人的方式，将年轻人喜欢的
潮流与公益连接起来。据统计，游戏上线不
到两天时间，参与者已近 200 万人次，近 40
万份公益潮奖被领取。

公益人士感谢体彩公益
统一发行于 1994年的中国体育彩票，已

走过 25 载历程。体育彩票对我国公益事业
和体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与日俱增，引人瞩
目。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体彩已累计筹集
公益金 4848.66 亿元。这些公益金被广泛应
用于社保基金、竞技体育、全民健身、扶贫脱

贫、教育助学、医疗救助等事关国计民生的
各个领域。

发布会上，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金疏雨
说，“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项目
自 2005 年设立以来已累计帮助超过 2200 名
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可以说，体彩对
贫困学生的帮助、对我国教育扶贫工作的推
动，功不可没。”

通过“每注善举”做公益
对于时下年轻人而言，做公益并不复

杂，随时随地随手做起，每注善举都是公益，
这是属于他们的公益时尚。

“最美体彩人”孙明忠就是其中的一个代
表。发布会上，他讲了一个故事。2004年一
个冬日的下午，出门去接孙子的奶奶走失。
全家人非常焦急，一直从当天下午找到次日
凌晨 3 点多，依然毫无音讯。就在大家几乎
绝望之时收到信息，40多公里外邻镇一位好
心人找到了奶奶。当时，奶奶因为迷路，已经
整整走了 11个小时，最后不小心掉进了枇杷
园的水沟，被好心人发现并救了上来。好心
人把奶奶带到自己家，让她洗了澡、换了干净
衣服、吃了早饭，还将奶奶送了回来。

这位好心人的举动对孙明忠的影响很
大，从此，他便走上了公益的路。他于 2014
年加入“城市 24小时急救”公益组织，5年间
累计找到 300多位走失老人。孙明忠并不满
足，2017 年 7 月，他又和几位爱心人士一起
创立了“星桥街道星灵公益服务中心”，为全
镇 250 多位环卫工人、70 岁以上的老年人、
孤寡老人、残疾人、低保户提供免费早餐。
他说，他相信公益的力量。

人人公益，人人受益，这正是体彩所倡
导的。体彩帮大家搭建了一个人人可以参
与公益的平台，降低了大众参与公益的门
槛。例如，一张 2元钱的大乐透，就有 0.72元
进入公益金。不要小看这 0.72元，每个人微
小的公益行为虽是点点微光，一旦融入社会
公益的大江大河，便可凝聚成万丈光芒，照
在任何需要的地方。

7 月 8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
五届运动会在吴忠市黄河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区各市县、
各行业、各条战线的 7796 名运动员
参赛。体彩公益金为本次盛会提供
支持。

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办，设青少年组、群众组、高校组，
共 47 个大项、309 个小项。总计报名
参赛单位 231 家、运动员 7796 名，比
上届增加 2129名。

宁夏体彩借此契机向全区的运

动健儿和体育爱好者展示体彩公益
公信的品牌形象。赛事举办期间，现
场以“每注善举 温暖如光”为主题的
体彩公益元素随处可见，积极倡导新
青年、新公益的理念，让快乐与美好
同在。同时，在开幕式现场搭建体彩
销售展台，重点展示票面精美、种类
丰富的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票，充分
展示中国体育彩票品牌形象，让更多
的人了解公益体彩，诠释“赛事因体
彩更精彩，体彩因赛事更多彩”的发
展理念。

单注最高二等奖高达126万元

体彩大乐透中出4注1000万元

参与者近200万人次

体彩互动游戏送出近40万份奖品

7月 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彩
中心一行 5人赴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
拉艾肯（10）村结亲户家，开展“结亲
周”活动。结亲干部职工与喀拉艾肯
村开展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
宣传教育。

活动以唱红歌、“民族团结一家
亲”歌伴舞等形式开展，中心结亲人
员、驻村工作队成员和村民两百余人
参 加 ，使 结 亲 周 活 动 有 内 涵 、有 内
容、有效果，大家与基层群众住在一
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

形成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和睦
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
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彩中心主任
宋苏平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
纪念这两个伟大的日子，开展这次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宣传教育，希望
我们共同努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共
同建设美丽的喀拉艾肯村。”

一年多来，结亲干部职工已经与
村民结下了深深的情谊。

近 日 ，山 东 体 彩 启 动 2019 年 度
“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
助学活动。今年将为全省 120名贫困
大学新生每人提供 5000元助学金，共
计 60 万元。这已是山东体彩连续第
12年开展该项助学活动。

山东体彩从 2008 年开始，已经连
续助学 12 载。在之前的 11 年中，山
东体彩累计出资 490 万元，帮助 1340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顺利迈入了
大学的校门。今年是山东体彩爱心
助学的第 12 个年头，将为 120 名贫困
大学新生提供圆梦的机会。

今年的助学活动采取网上报名的
方式，报名者登录山东体彩网，进入“情

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体彩
爱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报名，
报名时间截止8月18日。

报名条件为：报名者须为山东籍
户口，家庭贫困、学习刻苦、积极进取、
品行端正，高考分数达到专科最低录
取控制分数线，且被专科（含）以上院
校录取的 2019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报
名需要完整填写报名资料，并提交本
人相关材料的电子版，包括身份证（双
面）、户口本（索引页及本人信息页）、
大学录取通知书（若未收到录取通知
书，须提供录取证明）、户口所在地的
居委会、村委会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
的贫困证明（加盖公章）。

展示公益公信品牌形象

宁夏体彩助力第十五届区运会

资助120名贫困大学新生

山东体彩继续开展助学活动

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新疆体彩开展“结亲周”活动

省市专递●

““每注善举每注善举 温暖如光温暖如光””活动发布会现场活动发布会现场。。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18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7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6817390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108504元
本期开奖号码：4 3 6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621079.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9日

全国中奖注数

4354注

0注

11921注

本地中奖注数

23注

0注

59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