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7月21日

青海省销售总额：719982元 中奖总金额：4296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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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84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4 08 14 18 20 27 03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356282880元 青海省本期投注额：1820644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89213028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7月21日

中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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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处花季，大多意气风发，梦
想璀璨。但就读于海东市乐都区
七里店学校八年级的 14 岁少女
李利却是另一番光景，“我只想要
一件新衣服、一个新书包”是这个
孩子朴实平淡的心愿。

相较于大多数孩子而言，李
利不够幸运，四年前父亲出门打
工发生意外不幸离世，无奈之下
母亲只好四处打零工来维持生
计，家中还有一个 10 岁的弟弟和
年迈的奶奶。姐弟二人均在上
学，奶奶身体状况又很不好，一家
人生活过得很艰难。妈妈外出打
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就都
落在 67 岁的奶奶和李利身上。
小小年纪的李利是个懂事听话的
孩子，知道奶奶身体不好，所以每
天放了学她都会帮着奶奶做家
务，洗衣做饭这些活她早都习以
为常，知道家里困难，也从来不要
零花钱，但每天穿着亲戚邻居资
助的旧衣，没有一样像样的学习
用具，也让这个坚强的姑娘坐在
课堂里时多少感到有些自卑。青

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了解到
李利的事情之后，立即动用“爱心
心愿”资金为懂事的李利送去了
崭新的书包、衣服和鞋子，实现了
她的心愿，也收获了她眼中的那
份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

福泽社会，彩绘民生。一直
以来，青海福彩以社会公益为己
任，凝聚爱心谱华章，帮助了社
会上许许多多家庭生活困难、无
经济来源的老幼孤残人士及社
会弱势群体，为他们树立生活信
心重新撑起一片蓝天，以实际行
动不断诠释着福利彩票“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的深刻内涵，
实实在在地践行着“筹集于民惠
及于民”的社会承诺。当今，福
利彩票站点遍布全国各地，当我
们每投注一注彩票时，就有一部
分用于社会公益项目，去帮助那
些有困难的人，因此，支持福彩
不仅是实现大奖梦，更是帮扶济
困。

愿更多的人与福彩一起以爱
之名、关注公益！

7月 1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
2019083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6、
15、17、26、28、31；蓝球号码为 03。

当期“双色球”头奖 10注，单注奖金为 679万
多元。这 10注一等奖花落 5地，河北 1注，江苏 5
注，浙江 1注，安徽 1注，贵州 2注，共 10注。

二等奖开出 118注，单注金额 19万多元。其
中，河南中出 16注，排名第一；江苏中出 15注，排
名第二；河北中出 10注，排名第三；广东（不含深

圳）、浙江、四川分别中出 8 注，并列排名第四。
我省中出一注，中奖站点是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城
南新区园丁路 32 号的福彩 63010515 号彩站，单
注奖金为 19.0169万元，恭喜中奖彩民！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4比 2，三区比为 1比
2 比 3；奇偶比为 3 比 3。其中，红球开出一组偶
连号 26、28；一组奇连号 15、17；一组同尾号 06、
26；三枚斜连号 06、15、17；一枚隔码 31；一枚重
号 28。

在我们身边，有无数辛勤的劳动者、坚守的
奋斗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名字各不相
同，他们工作的岗位各有千秋。他们是医生、环
卫工人、快递员、福彩站主……或许，你没有留意
过他们的身影,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有他
们用双手耕耘的成果，有他们默默无语的陪伴。

在福彩行业，一名合格的福彩站主，既要对
各种游戏玩法烂熟于心，又要为每一名彩民正确
无误地打好彩票；既要把彩站每一个角落打扫干
净整洁，又要经常值班等候到深夜。他们靠着极
致的努力和超乎常人的意志力，为中国福利彩票
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福彩行业发光发
热，同时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十九年如一日的坚守
在平凡岗位绽放出精彩

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了广大老百姓的“幸运
梦”，为平淡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实际上，它还是
筹集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的重要渠道。这一台
台彩票机打印出的，不仅仅是购彩者的梦想，也是
照亮更多人生活的微光。

大同市 14020010 号福彩站位于红旗街云锦
里小区，虽然不大，但人气很旺，连续多年销量稳
居大同市前五名，多次被大同市福彩中心评为优
秀站点，今年还被评为山西省 2018年度销售优秀
福彩站。

由于单位效益不太好，2000 年年底，业主王
虎决定在彩票这个新行当中试试水。省城第一
批乐透数字型福利彩票上市，王虎就加入到福彩
的销售队伍中来，从三院附近电话亭里的彩票机
站干起，19 年来，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回忆着
当初的艰辛，再看看现在满屋的奖牌，他觉得所
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为了给彩民提供一个舒适的购彩环境，王虎
在店内专门配备了饮水机、纸杯、供彩民查阅资料
的电脑、电视机，还有手机充电器。为了保持站内
环境的整洁，他时常更换站内设施，每天都打扫卫
生。环境好了，买彩票时觉得舒适，彩民自然愿意
过来买。于是，这个温馨有序的站点更像是彩民
们的“家”。附近小区晨练的居民都是这里的常
客，他们喜欢在这里“歇会脚”，唠唠家常或静静待
会儿。在这个特别的地方，彩民们做着公益事业
的同时，更多的是拥有着那份期望中奖的好心情。

除了舒适的店内环境外，诚信经营也是站点
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王虎介绍，这里的老顾客
都很信任他。有些彩民想买彩票，却又赶时间，
就把钱留下让他帮忙出票，有些彩民干脆就把几
个月的彩票钱留下，让他慢慢打。而这些顾客
中，不乏中奖者。

2016年 12月 1日，王虎组织彩民合买双色球，
中得了二等奖 26万元，当晚 9时得知中奖后马上
通知中奖彩民，连夜组织大家到福彩中心领奖。
在给中奖彩民分完奖金后，对于有的彩民悄悄给

的感谢红包，他谢绝了：“我要对得起彩民们这份
信任，这是我应该做的”。

凭着自己积累的专业知识、诚信的人品，王
虎建立起了一个专业彩民群，在群里，大家互相
交流，愉快分享。王虎说，希望彩票这个行业发
展更好、更健康。经营彩票站很辛苦，也希望同
行们能够抽出时间多运动，健康才是第一。

佛山福彩站主戚翠颖：
四字经营 用心而为

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唐园二街的第 44130159
号福彩站，是一家只有 15平方米的小彩站，但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年四季站内彩民络绎不绝，
人气很旺。

彩站经营期间，收获了不少荣誉。这期间少
不了销售员戚翠颖的努力和用心。从戚翠颖最
初加入福彩队伍至今，已经 7个年头了。作为一
名福彩销售员，她真心、诚心、用心，始终如初。
当问到她经营心得时，她讲了四个字：用心而为。

在从事福彩工作前，戚翠颖是名家庭主妇，
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她才着手开启一番自己的事
业。机缘巧合下，她看到小区门口第 44130159号
福彩站招聘销售员，于是成为了一名福彩人。

戚翠颖说，自己原来就是福彩铁杆粉，每天
路过彩站都会买上几注彩票。从彩民到福彩销
售员，身份发生了转变，这让戚翠颖更清晰地了
解了彩民的需求。

她说道：“我以前买彩票，但很少尝试新玩
法，因为搞不懂，不过，如果有人专门跟我讲解，
我或许会试试。所以，成为销售员之后，我就尽
快熟练掌握福彩游戏玩法，以便给到站的每一名
彩民讲解。”

戚翠颖的笑容很清爽，给人一种亲近感，大家
都喜欢称呼她为“翠姐”。彩民来到站点最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翠姐，给我来个‘心水码’”。

除了用心服务好彩民之外，她还把彩站打扫
得干干净净，让每一名进店的彩民都有良好的购
彩体验。可以说，她对彩站就如家庭一般负责，
待彩民如待朋友一般真诚。

对待福彩各种大大小小的促销活动，戚翠颖
也十分上心，宣传一刻不停。为了让每名光顾的
彩民都能快速了解到福彩开展的促销活动，并且
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福利，她早早就开始预热，在店
内把活动海报贴在最显眼的地方，吸引彩民观看。

这家小小的彩站，在戚翠颖的用心经营下，
不但人气、销量双丰收，同时也为彩民带来了无
限的惊喜。

一份真诚、一份责任、一份坚守，这就是福彩
站主们的经营理念。他们的工作虽然平凡但却
富有意义，他们见证了大奖的诞生，传递着幸运
和爱心。他们不忘初心，用行动抒写敬业，也推
动福彩公益事业不断发展。

（摘自 中国福彩网）

西宁彩民喜中双色球二等奖1注

一份真诚 一份责任 一份坚守
——福彩站主不忘初心 用行动抒写敬业

泪水中收获力量

福彩天天公益

热烈祝贺我省彩民喜中第2019084期双
色球二等奖7注，单注中奖金额6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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