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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 20 时 30 分，排列 3 和排列 5
游戏第 20022期在位于北京丰台体育中心
的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进行了摇奖，这
意味着在休市 49 天（1 月 22 日 0 时至 3 月
10 日 24 时）后，中国体育彩票的发行销售
工作开始有序恢复。

国家体彩中心于 3 月 10 日发布了《关
于在符合条件的区域恢复体育彩票发行
销售工作的公告》，自 2020年 3月 11日起，
在符合条件的区域有序恢复体育彩票的
发行销售工作。目前，全国多个省区市体
彩中心陆续发布公告，要求本地符合条件
的体彩实体店于 3月 11日起“开门迎客”，
恢复正常销售。

排列 3和排列 5第 20022期是 2020年 1
月 21日 20时 30分起开始销售的，受春节彩

票市场休市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依据财政部和国家体彩中心公告，开
奖日期延迟至 3 月 12 日，兑奖期限也相应
延后。购彩者可关注当地体彩中心发布的
公告，及时兑奖，避免弃奖的发生。

3 月 12 日 18 时许，体彩开奖工作人员
就在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开始了当天
的开奖准备工作。与以往开奖不同的是，
为减少人员聚集，当晚没有邀请观众现场
观看开奖，现场只有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
和电视、网络转播人员以及 2名公证人员，
他们全程戴着口罩，严谨而有序地按照既
定流程忙碌着。20 时 30 分，摇奖机“托帕
斯”摇出了排列 3和排列 5第 20022期的中
奖号码。“相约体彩”线上节目通过中央电
视台财经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声以及中国体彩网、竞彩网、人民网、中国
体育彩票 APP 等渠道同步直播了开奖全
过程。

当期排列 3开出中奖号码 634，中出直
选奖 3040 注，中出组选六 4322 注；排列 5
游戏开出中奖号码 63428，开出 65 注 10 万
元大奖。公证人员现场公证开奖真实有
效。全国各地的购彩者收获了“迟来”的
幸运。

此外，3月 12日 9时，于春节休市前停
止销售的体育彩票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
戏（竞彩）部分赛事也开出了竞猜结果。
据了解，春节前开始销售的 7星彩第 20010
期、超级大乐透第 20010 期将分别于 3 月
13日、14日晚间开奖。

据国家体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因

春节假期和突发的疫情影响，体育彩票市
场自 1 月 22 日 0 时起开始休市。休市期
间，特别是在抗击疫情期间，各地体彩机
构和广大代销者响应政府号召，以不同方
式参与抗击疫情，许多代销者还积极参加
抗击疫情志愿服务工作。各地体彩机构
制定政策，关爱、帮扶代销者，共克时艰。

该负责人还表示，体彩恢复销售后，
各级体彩机构要继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落实分区
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在没有疫情或疫情较轻的地区，集中精力
恢复体育彩票销售，加强责任彩票建设，
关爱、帮扶代销者，引导购彩者理性购彩，
依法合规地筹集更多的公益金，为国家公
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多作贡献。

中国体育彩票有序恢复销售

一马当先,双炮过河,三步出车。听到
这样的象棋顺口溜，您是否已经按捺不
住，想要在小小的棋盘之上尽展所长，却
无奈在全民战“疫”的特殊时期棋友难寻。

千万别着急，小编这就来给您支一招，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加油中
国”2020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业余棋
王赛网络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目前比赛
已经举办了 5期，超过 30万人次在，“楚河
汉界”之中，尽显“棋王”本色。其实不光如
此，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网络赛，更是为大
家提供了一种，居家消遣的好方式。

来自辽宁省鞍山市的陈贤文，今年已
经 60多岁了。按他自己的话说：“下了大
半辈子象棋，早已经把下棋当成了生活中
的一种乐趣。这些日子在家可是憋闷坏
了，所以要感谢这次活动，让我找回了那

份快乐。”别看陈贤文说得挺谦虚，他可是
在三月第一期的比赛中，位居中级组排行
榜第 18名，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期比赛，更
是暂时高居第 5位，这就是几十年棋力的
最好体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聊起
了这样一个故事，陈贤文曾在 1999年参加
了南台镇的一场象棋比赛，千万不要小看
这场镇级的比赛，当时陈贤文的对手可是
如今的象棋大师——钟少鸿。虽然那会
他还不到十岁，棋艺却已经非常了得，说
是象棋神童一点不为过。陈贤文在说起
这段往事时不由得感叹时光匆匆，没想到
当年的小孩，已经成为当今的亚洲棋王。
他现在总是想，没准在这次的业余棋王赛
网络赛上，还会遇到未来象棋界的新星，
所以对每天的比赛都是无比期待。

再来看看来自兰州的钱紫炀，他也是

位拥有 20多年棋龄的老手。这次他来参
加比赛是冲着中国体育彩票的品牌，他
说：“我是体彩的忠实粉丝，在非常时期，
体彩为大家提供了网络赛平台，当然要支
持！也是给自己个‘练手’的机会，别让
棋艺退步了。”在三月刚刚结束的第 1 期
高级组比赛中，钱紫炀斩获第 60 名的成
绩。相比之前有所下滑，对此他的心态倒
是很平和“这个平台上高手很多，我是抱
着互相切磋的心态来的，胜不娇败不馁。
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
人参与其中，我也能多多进步！”

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已经跃跃欲
试，想要加入他们参加全国象棋业余棋王
赛网络赛了呢？本次大赛是由国家体育
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中国象棋协会共同主
办，比赛全程在天天象棋客户端和小程序
上进行，分为周海选赛、周决赛、月决赛
以及年度总决赛。比赛将持续到 11 月，
现在报名一点也不晚，说不定下一位“棋
王”就是你。智慧与谋略的较量，中国体
育彩票已经为大家
布好棋局，就等您
来过五关斩六将，
竞争棋王宝座。微
信搜索“天天象棋”
小程序，或长按识
别下方二维码，即
刻报名参赛。

“棋”乐无穷，业余棋王赛邀你一战到底

3月 11日，全国多地体彩实体店迎来
恢复销售的第一天。在浙江，90%的实体
店开门营业；在吉林，代销者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销售；在青海西宁，一切从保
障代销者和购彩者健康出发……

浙江：90%体彩实体店开门营业

3月 11日是浙江体彩开市的首日，据
统计，共 8000余家体彩实体店开门营业，
复工率近 90%。购彩者出示绿色健康码，
在配合代销者完成体温测量、手部消毒
后，进店购彩。

位于杭州中山北路和体育场路路口
的这家体彩实体店，代销者是来自金华
的毛先生。因为疫情的影响，他已在老
家休息了一个多月，听说体彩要开市，3
月 10 日晚上他就连夜从金华赶回杭州，
就是为了能够在开市第一天开店。

毛先生事先已经提交了开业申请，也
准备好了各种消毒设备，每天会对店里进
行三次消毒，以保障安全。而购彩者进店
也需要出示绿码和测量体温，才可以进行
彩票的购买。起了个大早就开门营业的
毛先生说，早上，陆陆续续有购彩者来店
里，正好路过进店购彩的黄先生，拿出了
放在身上许久的彩票，前来兑奖。黄先生

是十几年的资深购彩者了，虽然不是期期
都买，但是只要遇到了总会买上些，开市
当天，他也兴致勃勃地买了些。

吉林：实体店防疫、销售两不误

“早上好，今天可以购买 11 选 5 和即
开票，麻烦您先测量下体温，填写下登记
表。感谢您的配合! ”3 月 11 日，吉林四
平 09501 体彩实体店代销者蒙铁民早早
就做好了店内的清洁消毒工作，每个可
以触碰到的位置都仔细地用酒精擦拭
过。他在恢复销售的第一天用桌子在店
内隔出了一块登记区域，购彩者在经过
测温、登记后方可进入购彩区，并且要尽
量与其他购彩者保持一定距离。

像蒙铁民一样，防疫销售两不误，代
销者们都采取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在积
极做好恢复销售的工作的同时，对防疫工
作丝毫不放松。在吉林省体彩中心下发

《吉林省体育彩票销售场所疫情防控指
南》中，针对销售网点有一系列的防控措
施，而且对网点内代销者的预防措施也有
一定的要求。确保体育彩票销售场所代
销者和购彩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全
省体育彩票销售场所正常销售秩序。

“放心吧，兑奖顺延了，不用担心过

期，现在我就给您这张彩票兑奖。”长春
01435 体彩店代销者张凯一边和购彩者
打着招呼，一边放下手中的消毒喷雾剂，
为购彩者兑奖。张凯表示，得知体彩恢
复的消息，一早就迎来购彩者陆续前来
购彩，也有几名购彩者匆匆赶来兑奖，

“我早就准备好兑奖顺延的通知放在醒
目的位置，解决大家的疑虑。”

西宁：开市，我们准备好了

“省体彩中心发了通知，要求体彩店
在开市前及开市后都要做好店里的防疫
消杀灭工作，配备消毒液、口罩、体温检
测仪等防控物资。这些我都准备好了。”
3 月 11 日，青海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 28
号的体彩代销者卢宁说。

开市当天，卢宁就将店里店外都进行
了消毒，该配备的防控物资均已配备齐全，
还在店里张贴了“疫情防范提示贴”。卢宁
深有感触地说：“我是 2019年 11月加入体
彩大家庭的，加入之前，只是知道体彩是国
家公益彩票，但加入之后发现，体彩不仅注
重公益，更注重责任。如今面对疫情，休市
是责任，开市后继续对疫情严防死守也是
责任。我们售彩筹集公益金是责任，保证
每位购彩者的安全也是责任。”

恢复销售第一天，各地体彩店都在忙些什么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2002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0年3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7654750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53956元
本期开奖号码：0 6 1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1153272.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全国中奖注数

824注

0注

2225注

本地中奖注数

3注

0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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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6025202元
本期开奖号码：0 6 1 4 1

本期中奖情况(第20023期）

奖等

一等奖

391266780.3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中奖注数

3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20年3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7936630元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1 4 1 7

本期中奖情况（第20010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20001027.3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中奖注数

0注

9注

114注

1463注

17403注

212232注

231221注

每注奖金
（元）

——

20395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0

183555

205200

438900

348060

1061160

2236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