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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9年2月2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457142元
本期开奖号码：8 1 1 3 1

本期中奖情况(第19050期）

奖等

一等奖

218214763.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9日

中奖注数

28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8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050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2月2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5085598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66410元
本期开奖号码：8 1 1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68180.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9日

全国中奖注数

5054注

5505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10注

6注

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19年2月2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449938元
本期开奖号码：4 4 8 7 7 2 6

本期中奖情况（第19022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23218612.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9日

中奖注数

0注

10注

128注

1847注

22484注

293001注

317470注

每注奖金
（元）

——

29112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0

291120

230400

554100

449680

1465005

2990305

1800万元 1000万元 801万元

擒大乐透头奖 皆因“公益初心”
一张体育彩票，既见证了购彩者的公

益行为，也承载了中大奖的希望。前不久，
广东东莞 1800万元、山东烟台 1000万元以
及福建福州 801万元得主现身领奖。三个
大奖均出自体彩大乐透，三位幸运得主皆
因公益结缘体彩，并持之以恒购彩，最终赢
得大奖。

东莞女子机选5注中1800万元
“大乐透是公益彩票”

2月 21日，广东东莞彩友秦女士和丈
夫一道现身广东省体彩中心，领走大乐透
1800万元大奖。2月 20日，在体彩大乐透
新规则上市首期——第 19019期开奖中，
秦女士凭借一张 5注 1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
票，拿下 1注 1800万元一等奖。

据了解，秦女士与丈夫来自广西，在东
莞横沥的一间工厂打工多年。秦女士在
2017 年初开始接触体育彩票。她说，当时
经常听工友们说买体育彩票的趣事，某次经
过体彩店的时候，她就好奇地走进去看看。

秦女士了解后觉得很放心，决定投点小
钱尝试一下，于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购
买了 3元的大乐透。之后，她基本上每期都
买，而且都是随机打票的，每次碰碰运气，并
坚持购买到至今。渐渐的，秦女士偶尔兴致

来了，也会买上个15元的5注机选追加。
当期开奖日下午 6 点多，下班回到家

中的秦女士突然想起还没有买大乐透，专
门去买了 15 元的大乐透。回家做完家务
晚上 9点多时，她打开手机查询，发现一等
奖中奖号码和所购彩票的第 2注号码一模
一样，兴奋地不敢相信。聊起这笔奖金的
规划时，秦女士激动地说：“我们会回老家
做点小生意，多陪伴老人和两个女儿，和家
人一起过上团圆幸福的生活。感谢体彩让
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烟台男子自选5注中1000万元
“了解体彩的公益属性”

1月 26日，在体彩大乐透第 19011期开
奖中，霍先生凭借一张 5 注 10 元投入的单
式票，拿下 1 注 1000 万元一等奖。霍先生
非常热衷公益事业，当得知体育彩票的公
益属性后，他第一次走进了体彩店。

在销售员的推荐介绍下，霍先生在尝
试了体彩各种玩法之后，选定了大奖诱人
的大乐透，并保持了非常好的购彩习惯。

“起初，我总是机选号码，经过很长时间的
摸索，我渐渐喜欢上了研究数字规律，然后
我便尝试着自选号码。”

办完兑奖手续，霍先生说：“去年观看

了一场体育彩票的公益慈善晚会，听介绍
说，每购买两元钱的大乐透，就有 7 毛 2 用
在支持公益事业呢。这样算来，我这个大
乐透迷，这几年也为公益事业贡献了一份
力量呢。”他表示，这次的奖金，一定要拿出
一部分用在助残救孤方面，中奖后更要“守
住初心”。

福州彩友8+3复式中801万元
“做公益，中不中奖没关系”
1月 30日，在体彩大乐透第 19013期开

奖中，叶先生凭借一张 8+3 复式票，中出 1
注 777 万元一等奖及小奖一连串，合计收
获奖金 801万元。

每一次投注，叶先生都会选择自选号，
可十几年来，他只寥寥地中过几元、几十元
的奖金。说起当期大乐透的开奖号码，叶
先生感到不可思议，最大号只开到 18，出
乎意料。他当期选的 8+3复式票能幸运中
奖，真的是全凭运气。没想到，他这七拼八
凑的号码蒙对了一等奖。

叶先生的妻子对他购彩的事从不过
问，但听到丈夫中奖的事还是跟着一起激
动了。领奖时，叶先生透露，妻子对奖金就
一个要求：在福州买一套房子，这样打拼就
更有家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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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认证。这是
对中国体育彩票践行责任理念、坚持合规
运营的肯定，也是中国体育彩票在承担社
会责任方面得到的世界认可。自此，中国
体育彩票责任彩票建设开启了新征程。

积极接轨世界亮点荣获赞赏
世界彩票协会（WLA）是一个旨在促进

国家授权彩票机构发展的会员制组织，其
会员涉及五大洲 82个国家和地区的 229 家
彩票机构和公司。为指导彩票行业安全合
规运营，倡导责任理念，营造健康良好的行
业环境，世界彩票协会制定了完善的责任
彩票体系，其中包括四个等级认证。中国
体育彩票分别于 2012年、2016年通过了世
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一级、二级认证。

2017年，中国体育彩票明确了“建设负
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
票”的发展目标，制定了《中国体育彩票责
任彩票工作三年实施纲要（2018-2020）》，
大力加强责任彩票体系建设。2018年以树
立责任意识、明确合规红线、建立责任底线
为目标，完善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责任彩票
内容体系，积极稳妥推动责任彩票建设工
作，并于 2018年 12月 21日正式通过世界彩
票协会责任彩票三级认证。

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独立评审委员会
对中国体育彩票责任工作做出了全面、客观
的评价，在肯定中国体育彩票责任彩票整体

建设的同时，还从开展多样化调查研究、全面
实施员工培训、严格审批游戏产品、严格制定
广告宣传制度、清晰划分利益相关者、有效推
进报告和衡量等方面高度赞赏了中国体育彩
票责任彩票工作实施亮点和成就。

中国体育彩票通过三级认证不仅是中
国体育彩票积极与世界彩票接轨的标志，
也是中国彩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
是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彩票履行社会责
任的有力证明。

履行社会责任保障公益属性
履行社会责任已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

区彩票机构的普遍共识与工作重点。作为
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顺应彩票发
展规律，经过 25 年持续健康发展，担当起
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成为推动社会公益
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自 1994 年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
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4500亿元。这些公
益金被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全民健身、扶贫、农村医疗救助、教育助学、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残疾人事业、抗震救
灾、红十字事业、文化、法律援助、农村贫困
母亲“两癌”救助等社会公益事业，在服务
民生、建设体育强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近年来彩票市场环境不断优化，
但仍然存在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大
额投注等非理性购彩现象。面对这些问
题，中国体育彩票以责任彩票建设为切入

点，倡导责任彩票理念，强化彩票责任担
当，积极推进依法治彩，保障国家彩票的公
益属性，以负责任的方式筹集更多公益金。

坚持规范管理推动行业发展
为净化行业生态，推动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持打造安全健
康的彩票游戏，持续规范并优化渠道管
理，践行“多人少买”的理性购彩理念，提
升购彩服务体验,赢得公众信赖。

尤其在保护购彩者方面，国家体彩中心
制定并发布《体育彩票责任彩票公众手册
（理性购彩篇）》，要求实体店在显著位置张
贴“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快乐购
彩 理性投注”等警示标语，加大对理性购彩
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坚决杜绝虚假宣传、过
度营销和诱导宣传、夸大宣传，营造“多人少
买、参与公益、理性购彩”的健康购彩环境。
建立可疑资金报告制度和相关干预措施，要
求代销者对大额购彩者进行风险提示和劝
阻，开展非理性购彩干预机制。

中国体育彩票通过责任彩票省市自评
估，全面客观了解自身差距，合理制定责
任彩票工作计划，有效指导省市有序推进
责任彩票工作，不断完善体彩责任彩票建
设，缩小与世界彩票行业标杆的差距。联
动全国 31 个省（区、市）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强化责任履职担当，彰显负责任的社
会形象，以“钉钉子”的精神，正稳步有序
地向责任彩票建设目标纵深迈进。

中国体育彩票通过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三级认证

责任彩票建设开启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