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7日，2020年全国高考开启。今
年高考报名人数 1071 万人，比去年增加
40 万人。与往年一样，今年在致敬高考
的各方力量中，体育彩票是一支不可忽
视的“助力大军”。

今年高考前夕和高考期间，各地体
育彩票机构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提供
送考服务，传递公益温暖，帮助莘莘学子
以最佳状态迎接人生大考。

在重庆，6 月 29 日，重庆市体彩中心
参与主办的“2020 年中国体育彩票高考
爱心公益行”活动启动。今年的公益行
活动，在 2019 年“高考爱心接送车”活动
基础上，还创新开展了“向高三贫困生送
温暖”“高考爱心候考亭”“高考爱心接送
车”三大活动。

在安徽，六安体彩分中心设立助考
点，在考点周边搭设爱心帐篷，提供文
具、矿泉水、方便扇、消暑药等用品，为考
生保驾护航。

在江苏，镇江丹徒体彩中心联合当
地单位开展“公益体彩爱心助学”活动，
为 56名即将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贫困学子

捐赠每人 1000 元助学金，为他们加油鼓
劲。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多
年来，每逢高考，各地体彩机构都会以多
种形式进行助力，为四方学子加油鼓劲，
减压送暖。相比往年，今年各地体彩开
展的助力高考活动还不同程度地增加并
突出了抗疫、防护等因素，使得体彩公益
活动与公共安全、公共健康、公共卫生等
公共利益的关系更为紧密。

今年的 1071 万高考报名者，大致会
分流为两类：一类人顺利考入高校，继续
深造；另一类人会在高考之后进入社会，
或踏上工作岗位，或以其他方式为社会
作贡献。在后一类人的择业方向中，进
入体育彩票相关单位或成为一名体彩实
体店代销者，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
的选择。

2019 年 ，我 国 彩 票 市 场 销 售 达 到
4220.53 亿元的规模，其中体育彩票销售
2308.15 亿元，占比 54.68%。全国统一发
行 26 年来，体育彩票还为社会提供了超
过 50 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当前，随着疫

情防控常态化举措的不断完善以及复工
复产工作的扎实推进，社会就业需求也
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在提供就业岗位以
及满足公众参与公益愿望等方面，体育
彩票担当有为，能为国家“扛事”，能为个
人“帮忙”。

为致敬高考，致敬公平，致敬拼搏，
为鼎力支持 1071 万名报名考生实现心
愿，体彩的“助考爱心车”也开过来了！

（青海体彩）

为了1071万名考生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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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20140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0年7月8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3605154元，本省
（区、市）销售金额：92198元
本期开奖号码：5 1 5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905632.6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9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6402注

5260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27注

45注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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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8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747742元

本期开奖号码：5 1 5 2 7

本期中奖情况(第20140期）

奖等

一等奖

448977382.9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9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注数

65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65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20年7月8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93094526元

前区 12 14 25 34 35

后区 03 12

本期中奖情况(第20060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840309833.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9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基本

派奖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7注

0注

109注

67注

205注

709注

14388注

21248注

31305注

656072注

6891341注

每注奖金（元）

10000000

——

112902

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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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

应派奖金合
计（元）

70000000

0

12306318

6051507

2050000

2127000

4316400

4249600

3130500

9841080

34456705

你知道吗？运动健儿们取得的成绩
和你的支持息息相关，你购买的每注体
育彩票都有部分钱用于资助我国竞技体
育事业的发展！

全运会、世锦赛、奥运会，各种大型
体育赛事都能看到体彩公益金的身影。

为了让中国运动健儿走向世界舞
台，体彩公益金改善训练基地，并为他们

提供训练器材、医疗等保障，成为运动员
们最强有力的后盾。

除此之外，体彩公益金还长期致力于
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

从遍布社区、乡村的健身路径到体育
公园，从篮球联赛、广场舞到丰富多彩的
群众体育活动，体彩的身影始终相伴。

（青海体彩）

你买彩票的钱 原来做了这些大事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及中考时
间段。近期，体彩的相关助学活动也
在有序进行中。对于中高考学子来
说，体彩的助学活动可谓“全套”进行。

首先是助考。每年高考、中考期
间，江苏、山东等地体彩中心都会在考
点附近设立临时服务站，为考生和家
长准备文具、防暑降温药品、饮水、座
椅等，为忘记或没带全文具的考生解
燃 眉 之 急 ，为 陪 考 家 长 提 供 休 息 场
所。有的省市还把考点周边的体彩实
体店设为助考服务点，同样为考生和
家长提供服务。

其次是助学。为了让贫困学子不
致于因贫困上不起学，国家体彩中心

于 2005 年就启动了“中国体育彩票·新
长城助学基金”项目，截至 2019 年累计
投入超过 1202 万元，为 2400 余名优秀
特困大学新生提供助学金，减轻他们
的负担，让他们安心学习。此外，山
东、江苏等地体彩每年暑期都会面向
大学新生举行助学活动，为他们送上
助学金。

2007 年起，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
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就开
始支持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教育领
域的公益项目。2011 年开始推动“滋
蕙计划”“励耕计划”“润雨计划”等三
项教育助学项目。其中，“滋蕙计划”
资助对象为普通高中在籍在校品学兼

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据统计，仅
2019 年，“滋蕙计划”受助学生就超过
15万人。

还有是关爱。体彩举办助学活
动，并不是只发放一次助学金就完事，
而是长期关爱受助学生。比如河南体
彩组织受助学生来到位于北京丰台体
育中心的体彩开奖大厅，观看体彩开
奖全过程，与他们座谈、回访，听取他
们的学习、生活心得，给予精神上的关
爱。

从助考到助学，再到提供勤工俭
学或就业的机会，体育彩票全面服务
贫困学子，既减轻了他们及家庭的压
力，也关爱他们的身心健康。 （艾禾）

体彩助考进行时

■时评：

彩市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