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苏体彩启动“爱行走”第三季，
所募集的 30万元公益金将用于“体彩春蕾
班”项目，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深圳体
彩收集闲置体育用品，送到偏远贫困地区
学校，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青海体彩
志愿者长年参与公益活动，为弱势群体送
关爱。体彩搭建服务平台、提供志愿服
务，号召并致力于大家帮助大家，让更多
人的爱心有了释放的空间，也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得到了帮助。

江苏：“爱行走”募集30万元善款
走过深秋，走进初冬，气温在下降，

2017 江苏“体彩爱行走”活动的热度却在
不断攀升。目前，活动已累计筹集的公益
步数超过 6 亿步，兑换“体彩爱心基金”30
万元。

今年的“体彩爱行走”募集的爱心基金
将用于“体彩春蕾班”项目，援建扬州天海
职业学校电脑教室，彻底改变目前该校电
脑教室的使用只能靠租借的现状。

来自南京的赵女士是一名新媒体工作
人员，她的男友是游戏公司的程序员，通常
都要到晚上十点才能下班。为了参与“体
彩爱行走”，她调整了作息时间，一般晚上
九点多从家里出发，走到男友公司接他下
班，然后两人一起走回家。赵女士说：“平
时我俩的工作都比较忙，很少有时间像普
通情侣那样一起吃饭逛街。参加爱行走活
动，我觉得挺好的，既可以和男友多一点时
间相处，还可以帮助春蕾班的孩子们。你
看，现在每天我都能捐1万多步呢！”

作为一位连续三年参加“体彩爱行走”
的老熟人，李先生对活动非常了解，“我算是
爱行走的‘铁粉’了，每年都等着这个活动。
和前两年相比，今年不需要先截图步数再上
传平台，只要用手指点一下，就能自动上传
步数，参加起来更为方便。”李先生说，今年
的活动，不仅在参与方式上变得更加便捷，

而且还让他感受到了来自集体的力量，“不
再是一个人走路，既可以把自己的多余步数
分享别人，也可以从别人那里收获他的多余
步数。爱行走用这样的方式，把我和我的朋
友们再次联系到了一起。”

广东：深圳体彩收集闲置体育用品
为了改善贫困学校及儿童的体育环

境，深圳市体彩中心携手深圳市中域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11 月 15 日启动“2017
深圳体彩闲置体育用品募捐活动”。

2016 年，深圳体彩首次举行闲置体育
用品募捐活动。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线上和
线下募集，共募集到 2000 余件体育用品，
全部捐赠给肇庆市封开县大玉口小学，有
效缓解了该校 1600 多名小学生体育用品
匮乏的难题，为学生们创造了一个健康成
长的体育环境。

今年，深圳体彩公益行动再次启航。
此次帮助的学校是位于惠州市龙门县北部
山区的地派中心小学。地派中心小学创办
于 1956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革命老区小
学。学校下辖四个教学点和一所幼儿园，
现有学生近 900 人。受限于当地条件，学
校体育用品严重不足，故计划募集足球、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跳绳、足球门等共
11项体育用品。

该公益活动同时也得到了新浪彩通、
中国民生银行、中国民主建国会、深圳少
年儿童图书馆、深圳市爱心超市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广泛支持与参与。

深圳体彩闲置体育用品公益活动将继
续引导更多公益资源和社会力量，扶助更
多贫困学校及儿童，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
的体育环境。

闲置体育用品的捐赠方式为：深圳本
地市民可通过深圳体彩 APP 的“体彩活
动”板块取件；深圳市以外的爱心人士可
通过邮寄到付的方式，将闲置体育用品寄

至深圳市体育彩票中心（深圳市南山区南
新路 2205号）。

青海：征招体彩志愿者服务驿站
志愿者服务驿站是一座城市的窗口，

志愿服务透着一座城市的温度，彰显着城
市文明的底色。为了充分发挥青海体彩销
售网点覆盖面广、青年业主集中的优势，
省文明办、团省委、省红十字会、省体育局
共同决定，依托青海省体彩销售网点，开
展青海体彩志愿者服务驿站创建活动。

青海体彩志愿者服务驿站是青海省
体彩中心以全省体彩销售网点为载体，
以志愿服务精神为动力，建设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多样化服务阵地。青海体
彩志愿者服务驿站将充分展示“公益体
彩 责任体彩”的良好形象，传播中国体
育彩票“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理念，积
极发挥体彩销售网点便民利民的公益作
用，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志愿服务活
动结合起来，积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

本次征招面向全省体彩销售网点，建
设 150 个志愿者服务驿站，分为三个阶段
（每阶段 50 个）进行。征招方式以业主个
人申报和省中心审查相结合。

对于体彩志愿者服务驿站的要求是：
所选网点须为体彩专营店，被省体彩中心
授予三星级以上网点；形象、环境卫生较
好，店面面积不小于 15平方米等。

青海体彩将为每一个服务驿站统一配
备便民设施（饮水机、水杯、急救箱、针线
包、充气筒、充电器、接线板、雨伞、青海省
交通旅游地图）和精神文明、志愿服务、急
救常识、体彩公益等宣传品，与网点携手将
驿站打造成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志愿服务
的窗口，建设成社会公益活动的示范阵地。

本次体彩志愿者服务驿站征招的截止
日期为 11月 30日。

““超级足彩季超级足彩季 33亿大派奖亿大派奖””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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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7年11月20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722876元
本期开奖号码：1 0 3 9 7

本期中奖情况(第17317期）

奖等

一等奖

245007936.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月19日

中奖注数

27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7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731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7年11月20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475320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8930元
本期开奖号码：1 0 3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3423.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月1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2287注

0注

6366注

本地中奖注数

4注

0注

2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11月 17日上午，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才让太莅临省体彩中心，作题为《以十
九大精神为指引，加快推进青海体育强省
建设》专题党课辅导。

才让太从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体育及相
关的表述、习近平总书记体育思想的形成
过程和主要内涵、省委省政府对体育工作
的重大要求和省体育局以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等方面作了深
入讲解。

才让太结合自身在工作、生活中的体
会和认识，引经据典，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
讲透了体育事业发展的大道理，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具有很强
的理论性、针对性和指导性，让大家明确了
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下一步开展工作指
明了方向。

才让太从多角度讲述了体育工作在丰
富和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全面繁荣，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和
健康中国战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体育在
实现绿色发展、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美丽新
青海，体育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等方
面的巨大作用和意义。

才让太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论
述系统、全面梳理，以独到的角度深刻阐释
了习近平体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
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

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形成了指导体育
事业发展的系统、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
根本遵循。

在讲到如何把我省建设成为体育强省
时，才让太说，要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省委
书记王国生关于我省体育工作的重要批示
精神和省长王建军会见我省获奖运动员、
教练员代表时的讲话精神，在学深悟透精
神、广泛深入宣传、落实工作要求、深入改
革创新、完成年度任务、谋划长远发展、坚
持问题导向、推进重点工作、加强能力建
设、体育强省建设 10 个方面下功夫，以改
革的精神谋划发展，发扬优势，补齐短板，
创新机制，奋力追赶，把群众体育搞得更亲
民、更深入、更普及，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
更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为省争光能
力。把体育产业搞得规模更大、产品更丰
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推进青海
体育强省建设。他说，发展体育事业是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内
容，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方
面。

才让太强调，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转化为体育系统
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宁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上的讲话精神，重点解决学什么、想什么、
做什么、讲什么、悟什么、查什么的问题，提
升体育系统宣讲十九大精神的效力。

才让太对体彩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
说，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青海省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彩票
销售工作的意见》为主线，打好基础，做好
宣传，乘势而为，推动工作，为建设体育强
省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撑。

省体彩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郭大忠
就贯彻落实才让太副局长党课辅导时要
求，要学到深处、干到实处、走到前列。要
与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安排部署紧密
结合起来，认真学习讨论，融会贯通，深刻
理解此次专题党课的深刻内涵和重点要
求，自觉运用贯穿到本职工作中去，并转
化 为 加 快 青 海 体 彩 事 业 发 展 的 强 劲 动
力。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实际行动中。
要积极主动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网点
去，多听取群众意见，认真调研、善于调
研，使局党组安排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严格对照目标任务，逐条逐项
调焦对标、查漏补缺，算好差距账，打好攻
坚战，抓住关键、找准短板，再添措施、再
加力度，奋力冲刺，埋头苦干 40 天，确保
全年目标任务“结硬账”。要围绕局党组
的决策部署，结合中心的实际，理清工作
思路，搞好谋划布局，为明年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起好步、开好头。

用大白话讲透体育事业发展大道理
才让太副局长莅临省体彩中心作专题党课辅导

搭建服务平台 提供志愿服务

体彩致力大家帮助大家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7年11月20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04621999元
前区 01 11 20 21 22
后区 03 04

本期中奖情况(第17136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4314495402.7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月19日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17注

10注

96注

18注

1057注

316注

33819注

12468注

525102注

173228注

4975651注

每注奖金
（元）

5878930

3527358

103245

61947

3439

2063

200

100

10

5

5

应派奖金合
计（元）

99941810

35273580

9911520

1115046

3635023

651908

6763800

1246800

5251020

866140

24878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