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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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265244元
本期开奖号码：0 9 8 5 9

本期中奖情况(第17331期）

奖等

一等奖

233901247.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2月2日

中奖注数

71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71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7331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7年12月4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5094716 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83558元
本期开奖号码：0 9 8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151213.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2月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9178注

0注

16417注

本地中奖注数

33注

0注

54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7年12月4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09153464元
前区 01 05 16 19 28
后区 02 10

本期中奖情况(第17142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4275347171.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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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0注

55注

18注

693注

225注

27259注

8827注

530448注

179934注

5200601注

每注奖金
（元）

10000000

——

174921

104952

5405

3243

200

100

10

5

5

应派奖金合
计（元）

10000000

0

9620655

1889136

3745665

729675

5451800

882700

5304480

899670

26003005

体彩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生
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闲暇时打打球、散散
步已成为人们日常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
健身设施随处可见，健身路径遍布城乡，各
种全民健身广场、场馆和健身公园更是为
群众提供了健身的好去处。这些都离不开
体育彩票的支持。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 23年来，
秉承“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
为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和 体 育 事 业 筹 集 了 近
4000 亿元公益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的五年，体育彩票累计发行销售 7742.21
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 1955.81亿元。同
时，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更进一步向群众体
育倾斜，用于群众体育的公益金逐年增加，
有效地弥补了国家在体育事业特别是全民
健身事业上的资金投入，为加快推进体育
强国建设、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出了
积极贡献。在老百姓身边，越来越多的全
民健身路径、社区多功能公共运动场和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不断引领健身理念，让健
康快乐无处不在地融入人们的生活。

遍布城乡的健身路径引领健
身理念

家住山东潍坊的李女士，每天下班后
都要先到健身路径上溜达一圈，“看看花，
闻闻花香，在健身器材上锻炼一下身体，一
天的工作也不觉得累了。”同在健身器材上
压腿的王先生则笑着说：“现在健身已经是
一种时尚了，一天不来都觉得身上不得
劲。”

十年前，健身路径对于老百姓来说还
是十分陌生的名词；现在，不管是小区里还
是公园旁，健身路径随处可见。与健身房
相比，健身路径优势明显：使用零成本，器
材多样，便捷又自由。健身路径的出现，构
建了面向大众的体育健身服务体系，缓解
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健身需求与场
地设施严重不足的矛盾，让老百姓的休闲
娱乐方式又多了一种健康有益的选择。

海南省各大公园、街头巷口、社区、校
园等活动场所，品种丰富、色彩斑斓的健身
路径陆续呈现在群众周围。这些健身路径
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
公园广场为中心，街路、社区为辐射，区区
有特色、县县有亮点的基本格局。

山东省体育局自 2012 年起实施“千村
扶贫健身工程”，共投入 1.8 亿元体育彩票
公益金，用三年时间为全省 3035个贫困村
建设健身设施。各村根据自身场地条件，
可选择建设篮球场和 6件健身路径器材或
13件健身路径器材。“千村扶贫健身工程”
极大地改善了山东贫困地区的健身环境和
健身条件，进一步推进了生态文明村建设
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
护和欢迎，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
进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是一项真正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

遍布全国的健身公园提供健
身好去处

从各个小区里的体彩健身园，到大型
健身公园，健身锻炼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这是不少天津老百姓近几年的最大感受。

天津在第十三届全运会周期中全面
实施“全运惠民工程”，计划到 2018 年，全
市区县级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和体育
彩票社区（行政村）体育健身园覆盖率达
到 100%，人均场地面积达到 2.5 平方米，
初步建成“15分钟健身圈”。

在西藏，针对体育设施缺乏、广大群
众参加健身活动困难的状况，西藏体彩中
心投资 580 余万元，为当地群众倾力打造
全民健身体彩公园。在西藏全区七个地
市的公园、居民小区，尤其是牧区、地方乡
镇、村落等场所安装健身路径器材 4000多
套，为群众参加体育锻炼提供便利。

未来全民健身体彩公园还将成为西
藏体彩探索体育彩票与公益发展并行的
推广模式，全民健身体彩公园的经验和管
理模式将推广向全区其他地市，争取通过
西藏体彩的不断努力，实现七地市都各有
一个全民健身体彩公园，使体育彩票“公
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理念通过这种利国
利民的大型健身场所的打造，落地开花。

遍布全国的体彩健身公园，将文化与
运动有机结合在一起，有效地解决群体活
动开展的瓶颈，尽可能多地容纳运动人
群，极大地满足群众的运动需求，为全民
健身提供好去处，让健身成为百姓的生活
习惯。

补贴大型体育场馆满足群众
健身需求

除了随处可见的健身路径与健身公
园，体育彩票还大力支持大型体育场馆建
设，补贴更多的体育场馆向公众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

健身需求。
江西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位于南昌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高校园区的瑶湖
西岸，是具有世界级水准的大型体育中心，
总体规划为“一场五馆”，建设用地 800 亩
（规划用地约 937 亩），首期建设政府投资 7
亿元，彩票公益金投资 3亿元。江西省奥体
中心立足南昌，服务全省，面向全国，既能
举办全国性运动会、国际单项比赛，也能举
行大型文化、展览、集会、商务等活动，还能
为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广
阔空间和优越的环境与场所。

在广东，从 2015 年起，“实施公共体育
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就已纳入广东
省政府十项民生实事和省委年度重点工作
内容，是一项体育惠民工程。按照国家体
育总局《关于推进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
费开放的通知》要求，由各级政府投资建设
的各类公共体育设施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向
社会开放，开放的项目包括体育场（田径
场）、体育馆、游泳馆（池）、全民健身中心、
综合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网球馆（场）、
足球场、全民健身广场、街道健身园（广
场）、社区体育公园、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等。要实现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低
收费开放，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这其
中体彩公益金可谓居功至伟。体育彩票全
力支持的全民健身工程，正不断拓展广大
市民的健身空间、丰富健身项目，让老百姓
休闲娱乐的方式多了新选择，使人民群众
真正享受到体育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未来，中国体育彩票将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动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努力建设负责任的、可信赖
的、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持续不
断地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
服务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服务于体育强
国建设，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与体彩同行的一小步，将成为百姓健康路
上的一大步。

体彩公益金使用向群众体育倾斜

体彩在身边 健康常相伴

买体彩11选5
你需要五种好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