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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2003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0年3月2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2108228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91842元
本期开奖号码：3 0 1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9487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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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注

0注

23542注

本地中奖注数

8注

0注

44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20年3月2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939578元
本期开奖号码：3 0 1 5 1

本期中奖情况(第20036期）

奖等

一等奖

36163504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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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4100000元

3 月 25 日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20015 期
前 区 开 出 号 码 01、07、23、24、26，后 区
开出号码 03、07。本期通过 2.13 亿元的
全 国 发 行 量 ，为 社 会 筹 集 彩 票 公 益 金
7694 万元。本期全国共中出两注一等
奖。其中 1 注为 1800 万元（含 800 万元
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落户河北；
1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
四川。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的 1800 万元出
自石家庄，中奖彩票为一张 5注 15元投入
的单式追加票。

四川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遂宁，中
奖彩票为一张 5注 10元投入的单式票。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
本期来自河北的幸运购彩者，多花了 5元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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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封顶的 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 42 注，每注奖金为 28.08
万元；其中 9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 22.46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 50.54万元。

三等奖开出 125 注，单注奖金固定为
1万元。

奖号方面，前区 01、07、23、24、26 分
布较为零散。最小号码开出 01，该号为
隔期开出号码，且于最近 6期之内开出了

4 次，较热；0 号段上还开出 07，该号复制
上期（第 20014 期）奖号；23、24 以连号形
式搭档开出；2 号段上还开出 26，该号为
本期前区最大号码。1 号段、3 号段上号
码集体“隐身”。

后区开出 03、07 一小一大号码。其
中 03 复制上期奖号，该号于最近 4 期连
续开出，大热。最近 5 期，后区奖号的
大小号码数量比为 3 比 7，小号明显占
优。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区的 15 已连
续 42期没有露面，正持续走冷。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13.89亿
元滚存至 3月 28日开奖的第 20016期。

中出1注1800万元和1注1000万元头奖

大乐透单期筹集公益金7694万元

体育彩票自 3 月 11 日起在有条件的
区域恢复发行销售工作，全国各地体彩机
构备加关注体彩实体店及代销者的处境，
发放补贴、提高佣金比例等举措纷纷温暖
着体彩从业者的心。

与此同时，体彩机构负责人亲赴实体
店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慰问代销者的新闻
也不时走进人们视野。应该说，深入基
层、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国的光荣传统。在
当前体彩系统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
工复产的形势下，各级体彩深入基层调
研、检查和慰问，这种脚踏实地的好作风
必会赢得民心。

“入门海报粘贴到位，一目了然，门上
贴的微信二维码很不错，可以让购彩者在
门口扫码支付购体彩……”这是福建省体
彩中心主要领导在厦门一家体彩店检查
工作时的发声。关注细节，聚焦服务，这
样的走基层接地气，很务实。

在福建，这样的体彩走基层活动形成

了制度化和常态化。相关报道称，为促进
实体店做好疫情防控和体彩销售，为购彩
者提供卫生、舒适、健康的购彩环境，福建
省体彩中心成立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指导销售工作督导组，兵分五路，对分中
心和已经开业的实体店进行疫情防控检
查，全力保障福建体彩市场平稳度过疫情
期。

这样的体彩走基层，在全国各地都处
于“进行时”。

在当前已经恢复体彩发行销售的省份
中，深圳属于“第二梯队”。3月23日，深圳
市正式恢复体彩发行销售和兑奖。当天，

“深圳体彩”公众号发布《严抓防控迎开市，
深圳体彩中心实地检查销售网点》一文介
绍，早在开市前夕，深圳市体彩中心就紧锣
密鼓地做好了实体店复工指导与检查等相
关工作部署。3 月 20 日，深圳市体彩中心
主要领导带领党员干部走访了部分实体
店，送去消毒液、洗手液、一次性手套、口罩

等抗疫物资，并实地检查疫情防控情况，为
代销者和销售员加油鼓劲。

在广州，体彩恢复销售前后，广州市
体彩中心先后成立以领导牵头、各部门以
及各区体彩中心、各专管员团队负责人为
成员的开业准备工作小组和实体店疫情
防控督导小组，结合广州市疫情联防联控
要求，做好代销者防疫指导培训工作，有
序推进复工复产。在此过程中，广州市体
彩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深入基层，分
批对各实体店的疫情防控情况进行抽检
与督导，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当
前，全国体彩系统上下一心，多管齐下，致
力于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作。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在体彩市
场秩序逐渐恢复、体彩领域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体彩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不可忽视，“体彩走基层”的优良作风不能
丢。

“体彩走基层”的优良作风不能丢

众所周知，体彩投注有两种最基础的
方式，一种是单式，另一种是复式。在这两
种投注方式的基础上，购彩者还可辅以倍
投、多期、追加等方式。在实际投注过程
中，一些“套餐”的搭配，可以让投注的性价
比更高一些。

比如“倍投+单式”。倍投是让资金投
入翻倍的投注行为，倍投搭配单式，使得投
注金额最少，一旦中奖，奖金呈现翻倍。倍
投也可以搭配复式，但投入就相对要多一
些。以大乐透最小金额的复式票 5+3 为
例，单倍投入为 6 元，2 倍投注金额为 12
元，相当于 6 倍投注单式。购彩者投注时
可按自己的资金量合理选择，量力而行。

比如“复式+追加”。复式可以扩大中
奖面，投注体彩大乐透时，如果在复式基础
上辅以追加，投入多 50%，一旦中得一二等
奖，奖金多得 80%，不失为一种高性价比的
投注方式。继续以大乐透 5+3 复式为例，
基本投注金额为 6 元，追加投注金额为 9
元，一旦中出 1000 万元一等奖，追加后的
奖金可达 1800万元。

“多期投注”可日常使用。多期投注并
不增加单期投入的金额，相当于一种守号
的行为。既可对单式票进行多期投注，也
适用于复式票。购彩者如果日常工作较为
忙碌，又想对心仪的号码进行持续跟进，一
次性最多投注 15期的“多期投注”，就是相
当不错的选择。

体彩新的大奖不断诞生，但投注的方
式方法却相对固定。购彩者不妨在日常投
注中多摸索多研究，寻找适合自己的投注
方式。

“套餐”投注更划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战斗，湖北
体彩孝感分中心的汤敏就是其中的一名
女汉子。2014年进入孝感分中心的汤敏，
也是公益组织的一名成员，这次湖北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孝感也是重灾区之一，从
正月初二开始，汤敏就投入到了救灾物资
采购筹集和发放的工作中。她说，自己做
的事情微不足道，只是想让这个世界变得
更好一点。

把自己练成女汉子
汤敏所在的公益组织会把募集到的

善款用于采购防疫物资，再分发到有需求
的社区居民、社区医院和偏远乡镇医院。

为了买到这些防疫设备，汤敏所在的
公益组织要到其他城市的工厂去采购。
正月初二当天，为了能在工厂买到口罩，
大家忍着寒风等到深夜，拿到货物后再赶
紧运回孝感已经到了凌晨两点。

由于人手不足，汤敏和小伙子一样搬
上搬下，体力活一点没少干。当天，他们
运回了 2.5 万只口罩和 750 套防护服。“我
们当时看着这些救命的物资，所有人都忘
记了疲惫，发自内心的高兴，这些物资可
以帮助很多人。”在别人的眼中，汤敏就是
一个“女汉子”。

夫妻二人坚守防控一线
汤敏的丈夫肖俊学在孝南区文旅局工

作，疫情防控期间被派往书院街道城西社
区进行疫情防控工作。由于两个人的工作
都有较大的感染风险，为了避免交叉传染，
汤敏那段时间暂时住到了母亲家，从正月
初一开始两人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

汤敏的公益捐助工作每天要进行 10
个小时，丈夫的工作也同样辛苦，连互相
联系的机会都很少。为数不多的通话，汤
敏笑称还是因为一次“误会”，当时已经工
作了 4个小时汤敏正要更换口罩，恰巧这
一没戴口罩的瞬间被同事拍工作照了发
了朋友圈，丈夫看到后立刻打电话来批评
她不注意个人安全。两人这才趁机聊了
一会，话题主要围绕防疫工作。

丈夫和她求援说自己防控的社区需
要一批口罩，“我当时告诉他，需要口罩
要申请走审核流程，现在每一只口罩都
很珍贵，不能浪费，我们要对得起捐赠
者，为捐赠者负责。”的确，作为公益组织
每天的工作就是对捐助物资高度负责，
汤敏和大家一起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
作，就是不断的筹集物资，统计需求，寻
找联系人，分发运送物资，最后还要统计
发放情况。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发放制度，在审核之
后，每个有需求的社区发放 300 只口罩和
2 套防护服（供社区排查工作者使用），
每个有需求的社区医院和乡镇医院提供
2000 只口罩和 50 套防护服，每次发放的
过程都要公开透明，可以查询。目前他
们已经为社会发放了 10 万多只口罩和
1000 多套防护服。

用小善举温暖世界
大部分人都在家里躲避疫情的时候，

汤敏毅然要走出去，而且要接触很多人，
还要搬运物资，其实她的内心也是非常担
心的，“我住在母亲家，孩子也在这里，每
天夜里回来都不让他们靠近我，我先进行
自我消毒，清洗了衣物之后，再和他们说
话。”

在和母亲的聊天中，汤敏能感到她
的担心，但是母亲最了解她，知道她选择
的事不会轻易放弃，这么多年都是这么
过来的。母亲担心她的身体，因为在大
家眼中很坚强的汤敏其实身体并不好，
有比较严重的鼻炎和呼吸道问题，但是
她依然在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最危险
的地方。

“其实我真的没有做什么，我做的工
作和那些医护人员相比，算不了什么，他
们才是英雄，我只是做了最普通的事情。”
汤敏一再表示：“我做的事情微不足道，我
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一直相信一点，尽自
己的努力，做一点正确的事情。我们改变
不了世界，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
更好一点。”

女汉子汤敏：用小善举温暖世界

●彩市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