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7月16日

青海省销售总额：824730元 中奖总金额：170361元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公告
第2019190期
中奖号码

4 6 4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 3

组选 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 1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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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猜 2D两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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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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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奇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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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82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7 16 19 22 24 28 02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328221990元 青海省本期投注额：1685470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927370251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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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青海省中奖注数

5注

91注

1412注

71586注

1328818注

9443047注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270886元

224648元

3000元

200元

10 元

5 元

0注

0注

5注

349注

6806注

4444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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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娇因为患有鼓膜穿孔胆脂瘤，1岁
时被遗弃，住进了福利院。娇娇的未来
令人忧虑，好在有了“明天计划”。

2004年 5月，民政部启动了为期三年
的“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专门
帮助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 0岁至 18岁残
疾孤儿解除疾患，让他们融入社会，回归
家庭。

三年后，为满足福利机构残疾孤儿
的更大需求，2007 年 11 月，民政部建立
了“明天计划”长效机制，从此使更多残
疾孤儿成了受益者。

2019 年 3 月，民政部将“明天计划”
更名为“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将救
治对象延伸至社会散居孤儿，救治病种
拓展到全科医疗康复，同时还增加了健
康体检项目。

十多年来，“明天计划”已累计投入
福利彩票公益金 14.6 亿元，为 16.3 万名
孤儿提供了医疗康复服务，其中 2.7万名
治疗康复的孤儿被国内外家庭收养。放

眼未来，“明天计划”将为更多疾患孤儿
提供有效帮助，为他们换回可以期待的

明天。
（摘自 中国福彩网）

民政部“明天计划”累计使用福彩公益金14.6亿元

玩彩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很常见
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而它也不再是男
性彩民的专属。近几年，彩票领奖台上
女性彩民频刷屏，让很多男性彩民望尘
莫及，更让众人心生羡慕，想识得庐山真
面目。

在双色球第 2019071期开奖中，我省
中出两注二等奖，单注奖金 61691 元，其
中一注被一名女彩民摘得。近日，这名
刘女士（化姓）来到省福彩中心兑领奖
金。

据刘女士介绍，她玩彩票有三四年
了，以前是偶尔买，后来搬家了家门口

有家彩站，每天下班买上一张 10 元机选
的彩票就成了一个规定动作 ，期期不
落，但是她并不痴迷其中。她认为购彩
不在乎是否能中奖，以娱乐享受心态购
买彩票，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抹色彩，
一种机遇。

玩彩的这几年，刘女士未曾与大奖
谋面，只是偶尔会中个蓝色号码，对于她
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情。说起这次中
奖，刘女士像往常一样机选了一张 10 元
彩票，因为一直都没有中过奖，所以当晚
开奖后她也没有去核对号码，直到该买
下一期双色球的时候，刘女士走进彩站

让站主打了 10 元机选，下意识把上一期
的号码验一下，结果站主惊喜地告诉她：

“你中奖啦，是二等奖啊，恭喜啊……”刘
女士也没想到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中奖
了，心中的小激动也溢于言表。很多时
候，刻意地追求总是令人遗憾；放平心
态、随遇而安，反而会带来意外之喜。

人们常说：这个世界缺少的不是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当你整日为生活奔波不止，不妨停
下片刻脚步，走进投注站，休息一下，再
选上一注双色球，与美好的明天来个“约
会”。

好心态自然好运来

女彩民喜中双色球二等奖

一个关于鸡蛋的故事
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把鸡蛋放在

一个篮子里”所导致的后果。关于鸡蛋
与篮子的寓言是这样说的：一名农妇提
了满满的一篮子鸡蛋到集镇上去卖，路
上不小心把篮子打翻，鸡蛋都摔破了。
伤心的农妇号啕大哭。一位智者路过，
安慰她说：“你不应该把鸡蛋放到一个篮
子里。如果放在好几个篮子里，你这一
篮鸡蛋打碎了，还有另外几篮鸡蛋啊！”

这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只篮子
里”投资理论。所以，西方理财界得出结
论：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据说，最早力挺这一理论的是 1990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马
克维茨。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里”作为股市格言，是告诫股民需要规避
和降低风险的投资意识、理性投资。这
句格言同样适用于彩民购彩：不要把所
有资金放在一张彩票上。

一般而言，刚刚接触彩票的新彩民
多半选择小额单式投注，逐渐了解彩票
玩法后有些彩民会更加偏爱复式投注，
这让他们感觉中奖概率更大，与此同时
投注金额也更多。例如：一张双色球

“10+1”的复式票，投注资金需要 420 元，
这笔资金对于有着长期购彩习惯的彩
民来说，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投注金额，
如果不能把控自身，盲目追求中奖，非
理性投注，彩民很容易孤注一掷，成为

“问题彩民”，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
办呢？一方面彩民需要调整自身的购
彩心态，购彩只是利用自己的闲钱买个
幸运的机会，万万不可将买彩作为发家
致富的手段，凭借彩票一夜暴富的幻想
更是要不得。除此之外，合买彩票让彩
民既可以购买复式票又不至于花大成
本，是引导彩民形成购彩健康心态的好
风向。

合买，是经济学思想的实践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手中有了余款，要让手中的钱
保值增值 ，每个家庭都希望把蛋糕做
大。要树立前卫的理财观念，因为你不
理财，财不理你。购买福利彩票既是彩
民助力公益事业的慈善之举，同时也是
一种投资。既然有投资的属性包含其
中，那么就需要有一定的投资意识和风
险意识，做到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
里。在买彩的时候一定要衡量好自己的
钱袋子，量力而行。

一人独买复式票的优点在于：幸运
爆棚之时可以独揽高额奖金，但同时也
需要独自承担更多的投注资金和更大
的风险。如果选择“合买”的购彩方式，
多为 20 元一股，可以认购一股或多股，
团队共同分担购彩成本和风险，这当然
是一种理性的投注方式。不仅如此，组
建合买微信群 ,还能让更多爱好彩票的
朋友一起多多交流，参与到玩彩的队伍
中来。发挥团队的力量，集思广益，这
样个人的投入减少了，又增加了中大奖
的机会。

彩民手头有闲钱是好事，但是如果
把手头上所有的钱都用于购彩这是不太
理性的，“合买”这种方式既能用小资金
共同购买大额彩票，又能提高参与者的
中奖概率、降低个人购买高金额彩票的
风险，难怪会成为彩市中备受追捧的一
股热潮。人多力量大，合买中大奖，多人
少买，才是购彩的健康心态。如今，合买
已经成为彩市中备受追捧的一股热潮，
你也不妨参与一试。

（摘自 福彩双色球）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们自身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把身份

证、银行卡、现金等重要物件，都一并放在钱包里，觉得这样非
常省事方便。然而，当钱包一丢或者被小偷偷走的时候，瞬间
我们不仅身无分文，而且钱包里所有的证件都丢了，一系列的
麻烦就因为丢了一个钱包。为什么我们会因为丢了一个钱包
而狼狈不堪呢？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太器重自己的钱包了，把
重要物件都交给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