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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25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9月17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7045488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2972元
本期开奖号码：6 3 9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655204.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18日

全国中奖注数

6394注

0注

17307注

本地中奖注数

21注

0注

75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9年9月17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624800元
本期开奖号码：6 3 9 0 6

本期中奖情况(第19253期）

奖等

一等奖

320717237.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18日

中奖注数

26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6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19年9月17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2185776元
本期开奖号码：4 3 9 9 8 8 2

本期中奖情况（第19109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60366463.0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18日

中奖注数

0注

7注

143注

1861注

23082注

290552注

315645注

每注奖金
（元）

——

46299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0

324093

257400

558300

461640

1452760

3054193

9 月 16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08 期前
区开出号码 24、27、28、31、34；后区开出
号码 04、08。本期通过 2.84 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1.02 亿
元。本期全国共中出 2注一等奖，每注奖
金为 1000万元，花落福建和云南。

数据显示，福建中出的 1000 万元出
自南平，中奖彩票为一张 6+2 复式票，共
中出一等奖 1 注、四等奖 5 注，单票擒奖
1001万元。

云南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昆明，中
奖彩票为一张 13+2 复式票，共中出一等
奖 1注、四等奖 40注、六等奖 280注、八等
奖 560 注、九等奖 406 注，单票擒奖 1018

万元。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

注，本期来自福建和云南的两地幸运购彩
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均少拿了 800 万
元追加奖金，从而无缘单注 1800 万元追
加封顶一等奖奖金。

二等奖开出 55 注，每注奖金为 81.83
万余元；其中 23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 65.47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 147.31万元。

三等奖开出 129 注，单注奖金固定为
1万元。

奖号方面，前区 24、27、28、31、34 全
部出在大号区间，0号段、1号段上号码集

体隐身，小号“全军覆没”。最小号码开
出 2号段上的 24，该号为之前前区的稍冷
号码，曾有 24 期没有露面；27、28 以连号
形 式 搭 档 开 出 ，其 中 27 复 制 上 期（第
19107期）奖号；3号段上开出 31、34，最大
号码开出 34。

后区开出 04、08 一小一大号码，其中
08为后区较冷号码。最近 5期，后区奖号
的大小号码数量比为 2 比 8，小号明显占
优。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区的 25 已有
24期没有露面，稍冷。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28.10亿
元滚存至 9月 18日开奖的第 19109期。

从今年体彩大乐透 19086 期开始的
大乐透“0 元”购彩季活动历时近一个半
月、大乐透 23 期开奖，已于近日落下帷
幕。本次活动可以说是青海体彩推出的
惠民之举，活动期间凡是在我省销售网点
采用“6+3”（含追加）、“7+3”（含追加）、

“8+3”（含追加）复式投注大乐透且中奖
的，该张彩票中奖当期免单。多期票、倍

投票满足该条件的，按其活动期内中奖的
期次和倍数进行免单。将实惠与幸运给
彩民一同奉上。

本次活动资金 200 万元，中奖免单活
动在第 19108 期（9 月 16 日 20 时停售）促
销金额全部送完，活动随即圆满结束，为
我省参与到活动中的购彩者提供免单
2007258元。

活动期间，我们见证了无数中得 5元、
15元、100元、200元的购彩者赢得免单，也
亲自为中得体彩大乐透 19101期 1000多万
元的大奖获得者送上免单“豪礼”，给本次
大乐透惠民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我们有理由相
信，体彩大乐透仍会不断给您带来惊喜，
毕竟遇见就有可能！

体彩大乐透“0元”购彩季完美收官

9月 16日起，2019年“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青海申请工作正式开始啦！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是由国
家体育总局体彩管理中心于 2012 年发起
的一项面向贫困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捐赠
体育器材和体育设施的主题公益活动，活
动将为孩子们送去体育器材，旨在培训孩
子们的健康理念和健身意识，传播体育彩
票关爱未来的责任意识和“乐善人生”的
品牌形象。

今年，省体彩中心将在我省在挑选 10
所小学，向 10所小学每校捐赠价值 3万元
的“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体育器材，受捐
物资总价值 30万元。

2019年青海省“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项目学校申请工作已全面开始。具体要
求如下：

1.申请时间：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20日；

2. 申请条件：省内条件落后、缺乏体
育器材且能适配大型体育器材的小学；

3.少数民族地区小学优先；
4.本次活动只接受网上申请，请按活

动要求进行申请。凡有意申请该项目资
助的学校均可登录青海体彩网（www.qhty⁃
cp.com ），点击“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申请

表”或点击“网页对联”自行下载青海省
2019“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学校申请
表，按要求填写后将电子版发送至青海体
彩官方邮箱（qhtycpglzx@163.com）；

5. 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青海省体
育彩票发行中心 宣传部 苏仁君，咨询电
话：0971-8267445。

申请结束之后，省体彩中心将以申请
材料为依据对申请学校进行筛选，最终将
选定的 10 所小学作为今年的“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对象，并对学校进行实地

考察后确定，获赠名单预计将在 9月下旬
通过青海体彩网（www.qhtycp.com）、青海体
彩官方微信和西海都市报体彩专刊公布。

您可以为自己身边符合申请条件的
学校提出申请，共同参与到公益体彩的爱
心活动中来。申请“体彩快乐操场”，圆孩
子们的健康快乐梦！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期待大家的
参与。

2019年9月16日
青海省体育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征招启事
——青海省体彩中心将为我省10所小学捐赠体育器材

在体育彩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体彩
实体店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它既是联结
体彩发行销售工作与购彩者的纽带、桥梁
和平台，也是提升体彩品牌形象和体彩公
益影响力的前沿阵地。作为实体店的当
打主力，业主和销售员肩上的担子很重，
责任很大，压力不小。有时候，他们需要
雪中送炭，有时候，他们需要锦上添花。

无论是送炭，还是添花，都离不开政
策这个“节拍器”。近年来，各级体彩机
构不断出台利好政策，为实体店排忧解
难，携手同行。远的不说，仅在今年 8 月
以来的广东，锦上添花的新闻就不少。

8 月 20 日，广州市体彩中心为中出大

乐透 1056 万元大奖的 01836 实体店举行
庆祝活动，为彩站颁发“幸运销售网点”
称号，同时为业主和销售员分别发放了
10000 元和2000 元的奖励金。

8 月 13 日，茂名市体彩中心为中出 7
星彩500万元头奖的30461实体店“庆功”，
颁发幸运实体店牌匾，为彩站和销售员分
别发放了5000元和1000元的奖励金。

在为大奖彩站锦上添花方面，广东体
彩一直扮演着政策推进者和实施者的角
色。一般情况下，彩站中出奖金 1000 万
以上，体彩机构奖励业主 10000 元、销售
员 2000 元；彩站中出奖金 1000 万元以下、
500 万元以上，体彩机构奖励业主 5000

元、销售员 1000 元。在其他一些省份，额
度不同但真金白银的奖励制度也令体彩
实体店从业者铆足了干劲，就盼着彩站人
气旺，购彩者多中大奖。

说完锦上添花，再来看看雪中送炭。
2019 年年初，一系列彩票新规密集出台，
彩票实体店经营面临严峻考验。在新形
势下，各地体彩机构适时推出帮扶、减负
等政策，为彩站“撑腰”。

既雪中送炭，也锦上添花。体彩政策
的“节拍器”，正为我国彩票市场注入新
的生机。人们期待，在“好政策”拉动下，
体育彩票事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为体育
事业和公益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体彩政策“节拍器”为实体店添花送炭

单注最高二等奖147万元

体彩大乐透中出2注1000万元

彩市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