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29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11月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6660712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90870元
本期开奖号码：5 9 9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977827.8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2日

全国中奖注数

5241注

5542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29注

12注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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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288188元
本期开奖号码：5 9 9 7 9

本期中奖情况(第19293期）

奖等

一等奖

373708911.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2日

中奖注数

97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97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19年11月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2200606元
本期开奖号码：7 3 3 6 0 4 7

本期中奖情况（第19126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21808107.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2日

中奖注数

0注

26注

149注

1848注

22763注

287137注

311923注

每注奖金
（元）

——

12556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0

326456

268200

554400

455260

1435685

3040001

体彩青海省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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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25期前区
开出号码 05、08、09、14、34；后区开出号码
02、05。本期通过 2.98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1.07亿元。本期全
国共中出 4注一等奖。其中，1注为 1800万
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
奖，出自新疆；3注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分落江苏（2注）、新疆。

数据显示，新疆中出的 1800 万元出自
喀什，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15 元投入的单
式追加票。

新疆中出的 1000 万元头奖出自塔城，
中奖彩票为一张 6+3 复式票，共中出一等
奖 1注、二等奖 2注、四等奖 5注、五等奖 10
注，单票擒奖 1152万元。

江苏中出的 2注 1000万元分落镇江两
家网点，中奖彩票各为一张 5 注 10 元投入
的单式票。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来
自新疆喀什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
面要多拿了 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
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了封顶的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 75注，每注奖金为 75.56万
元；其中 12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 60.45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为 136.01万元。

三等奖开出 222注，单注奖金固定为 1
万元。

奖号方面，前区 05、08、09、14、34 分布
较为零散，以小号为主，开出了 2号段外的

号码。最小号码开出 0号段上的 02；08、09
以连号形式搭档开出；1号段上开出 14；最
大号码开出 3号段上的 34。

后区开出 02、05 两个小号，其中 05 为
隔期开出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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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区的 29 已有
32期没有露面，正持续走冷。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22.90 亿
元滚存至 11月 4日开奖的第 19126期。

“2 元 可 中 1000 万 元 ，3 元 可 中 1800
万元”，事实上，体彩大乐透为购彩者们带
来的不仅有大奖，还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
活，它所筹集的体彩公益金，更是被广泛用
于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大乐透中出4注千万元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1.07亿元

10 月 31 日，2019 北京马拉松博览会在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拉开帷幕。以全新
面貌再度参展的中国体育彩票，在展示自
身发展历史和公益成就的同时，还通过顶
呱刮即开票体验、有奖答题互动、健身展示
以及体质检测等丰富的环节和内容，回馈
北马选手，成为当天现场一道亮眼的风
景。当日，中国体育彩票展位共吸引 2000
多名北马选手，其中最大摄氧量测试、三维
运动姿态及伤病风险评估、体成分测试、专
业平衡运动能力测试和腿部力量纵跳测试
成为重头戏。

现场测试 领取福利
“感觉挺新鲜的，以前从来没有机会测

过。”刚刚结束测试的北马 A1947 选手孙锐
大汗淋漓地说。据孙锐介绍，虽然自己连
续 3 年参赛且具有 8 年跑龄，但是，借助专
业的科技手段、用最直观的数据呈现运动
高峰值的指标尚属首次。而他体验的，正
是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科研专家团队所带来的最大摄氧量测
试。据了解，由于测试需要用专门的仪器
收集受试者呼出的气体，并利用气体分析
仪分析，因此，对于大部分的跑者来说，日
常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该项指
标的评估服务。

在此次的北马博览会上，通过预约参
与测试的选手则有机会获得这一难得的运
动测试体验。除此之外，由体育彩票带来
的“北马选手体质检测套餐”中，还包含了
三维运动姿态及伤病风险评估、体成分测
试、专业平衡运动能力测试和腿部力量纵
跳测试在内的共 5 项内容。选手不仅可以
体验专属国家队运动员的检测项目，更能
在测试结束后获得由专家提供的“整改意
见”和“运动处方”，堪称一大福利。

参与公益 回馈不停
体彩展区现场，除了体质检测区排起

了长队外，即开票体验区和公益成果展示
墙的人群同样热情高涨。

哪一年 3月，国务院批准由原国家体委
发行管理中国体育彩票？

2018年体育彩票发行量是多少元？筹
集公益金多少元？

2018年 12月 21日，中国体育彩票通过
了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什么认证？

对于上述问题，市民付双祺和朋友通力
合作，在主舞台背面的《中国体育彩票 25周
年发展历程》中找寻着答案。他们参与的正
是由体彩推出的扫码答题活动，全部答对者
即可获得10元即开型体育彩票1张。

其实，这仅仅是体彩为回馈北马选手
所设置的其中一项互动体验。与此同时，
北马选手或观众与体彩展厅中的爱心合影
集和公益体彩红色相框合影并发送至朋友
圈集赞，还可分别获得跑步手臂护套 1 个
和 5元即开型体育彩票 1张。

1994 年；2869.16 亿元、670.03 亿元；三
级。顺利找到答案的付双祺和朋友来到体
验区感受顶呱刮的乐趣。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他首次感受体彩即开票，分享至朋友
圈的体彩爱心合影集更收获了上百个赞。
付双祺说：“从来没有收获过这么多点赞和
评论。”

细节之处 尽显关怀
事实上，体彩展位的环节设置如此关

注北马选手并受到青睐，缘于 35 年前体育
彩票与北京马拉松二者早已结缘。

据公开资料显示，新中国体育彩票的
雏形“发展体育奖券”首次发行就选择了

1984 年举办的北京国际马拉松，并引发购
买热潮。随后的 12 年，不仅陪伴北京国际
马拉松逐渐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
事，更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筹措了资金。

在今年的体彩展位内容设置中，除了
以即开票互动增强北马选手体验外，体质
检测更是处处为选手着想。据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科研所教授、研究员周未艾介绍，专
属于国家队运动员的检测项目不仅仅服务
于北马选手的参赛需求，更关注他们的身
心健康。在最大摄氧量测试的所有录得数
据中，专家团队会更关注心率变化的峰值，
建议受试者的日常训练强度维持在心率峰
值的 60%左右为宜，以达到最合理的有氧
运动效果；在专业平衡运动能力测试中，对
于身体稳定性和灵活性较差的选手，则建
议训练前进行时间更长、效果更好的热身，
以避免韧带拉伤等运动损伤。

自 1994 年全国统一上市以来，体育彩
票始终积极响应“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
战略，并致力于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
展。在二度参展北马博览会之际，体彩也
以丰富有趣的体验内容和专业的身体评估
服务，在守护众多跑友健康的同时，坚守着
自身发展的初心。

展示公益成就 提供体能测试

中国体育彩票回馈北马选手

●时评
购彩者买彩票的钱去哪儿了？这是

很多购彩者关心的问题。近日，河北体彩
举办少年足球训练营活动，河南体彩捐赠

“快乐操场”，西藏体彩颁发助学金，这些
项目所需资金就是来自购彩者买彩票的
钱。

买彩票的钱分为三部分：返奖奖金、公
益金、发行费。返奖奖金很好理解，都返还

给了中奖者，不管你是中了 1000 万元大奖，
还是 5 元小奖，都出自返奖奖金；每个游戏
的公益金比例不同，7 星彩、排列 5 达 37%，
竞彩和即开票为 20%；发行费包括代销者
的佣金。

各地体彩举办公益活动，其资金多来
源于体彩公益金或发行费。以发行费为
例，减去代销佣金，所剩并不多。比如竞

彩，发行费比例为 9%，减去代销者的佣金
7%至8%，仅剩1%至2%。

彩票公益金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彩票
发行费也有一部分用于了公益事业。中小
学生收到“快乐操场”送来的体育器材、贫
困大学生收到的助学金、为大众举办的“体
彩杯”赛事等，说到底，其资金都来自于购
彩者的钱。

购彩者的钱去了这里

北 马 选
手 参 与 最 大
摄氧量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