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泳坛夺金”2000 万元派奖开始啦

“481”和“283”两个玩法一起来
本报讯（记者 曹静雅

通讯员 朱元鹏）为回馈广
大彩民对中国体育彩票的
支持与厚爱， 河南省体彩
中心将于 11 月 9 日起开
展“泳坛夺金”2000 万元
大派奖，由“481”和“283”
两个玩法一起派奖。

本次派奖既有彩民
们喜闻乐见的老朋友“任
二全包”； 也有近段时间
火热彩市的新朋友“二带
一”和“三不重”，以上 3

种投注方式参与派奖，最
高加奖幅度达 22.45%。派
奖时间从 11 月 9 日起，
连续派奖 5 天，每天派奖
88 期， 派奖奖金共 2000
万元。

“泳坛夺金” 是我省
最热销的彩票品种，其特
点是“好选好玩奖金高”，
投注灵活， 方式多样，乐
趣十足。

老玩法“481”中的“任
二全包” 多年来受到了广

大彩民朋友们的喜爱。 其
最大的特点是不论形态、
不论位置， 所选号码开出
即可中奖，中奖率高。

新玩法“283”上市一
年多以来， 已经被彩民朋
友们所接受， 成为了彩市
中新的明星产品， 总结出
了很多投注技巧，“包 2”、
“包 3”、“三不重 5 码复
式”等投注方式各有优点，
但都具备好选号、易中奖、
奖金能翻倍的特点。“283”

玩法最大的特点是有两组
开奖号码， 一注彩票有两
次中奖机会。

本次加奖的 3 种投注
方式都是目前最好选好
玩、深受彩民喜爱、最容易
中奖的玩法。 彩民如购买

“三不重”、“二带一”、“任
二全包”，奖金可能会翻 2
倍、3 倍或 4 倍，是真正的
奖金会翻倍的彩票。 尤其
在派奖期间， 奖金更高更
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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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领 1139万余元

中国体育彩票

公益事业助推器

从 2001 年起，体彩公益金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从 2001 年开始，体彩

公益金开始补充全国社保
基金，当年体育彩票公益金
合计约 23.75 亿元进入全

国社保基金。 2006年，财政
部下发《关于调整彩票公益
金分配政策的通知》， 规定
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

之间按 50:50 的比例分
配， 专项用于社会福利、
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中
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 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 民政部和体育
总局之间分别按 60%、30%、
5%和 5%的比例分配。

从法援到助学，体彩公益金无处不在
法律援助，是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众多使用
项目之一。 2009 年开始，
经国务院批准， 安排彩
票公益金 5000 万元，用
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资助开展针对农民工 、
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
庭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
5 个方面的法律援助，彩
票公益金法援项目由此
诞生。

到 2016 年度，参与彩
票公益金法援项目实施
的法律援助机构有 414
家。 近 5 年，彩票公益金

投入 5 亿元， 推动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近 30 万件，使
45万多人直接受益， 让经
济困难群众不因经济和社
会地位差别而平等地得到
法律保护。

彩票公益金对教育助
学的资助更是由来已久。
2017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由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组织
实施滋蕙、 励耕和润雨 3
个计划。

“留守儿童快乐家园”
是全国妇联、 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于 2014 年面向

留守儿童集中的村镇社
区推出的公益项目。 目
前， 项目通过筹集社会
爱心资金和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 已在全
国 30 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捐建了
874 个“儿童快乐家
园”，并积极动员当地志
愿者，通过“儿童快乐家
园” 为留守儿童提供学
习生活、 亲情关爱等多
种关爱服务活动， 让留
守儿童快乐健康成长。

类似的项目还有
“乡村少年宫”， 本着公

益性、覆盖性、特色性、实用
性的原则, “乡村少年宫”
开设了球类、棋牌、绘画、书
法、舞蹈、乐器等十余个活
动项目。 2016 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用于留守儿童
快乐家园项目 1500 万元；
用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67990 万元。

此外，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也用在了出生缺陷干
预救助；禁毒关爱工程，农
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 ，婴
幼儿营养补助， 精神病人
福利机构建设这些公益项
目中。

始终心系民生，重大灾难面前温暖同行
在重大灾难面前，公

益金的身影始终温暖同
行。 2008 年四川汶川地
震发生后， 即开型体育
彩 票 顶 呱 刮 还 被 赋 予
“赈灾 ” 的使命 ， 在从

2008 年 7 月 1 日到 2010
年底两年半的时间内 ，
顶呱刮中央集中部分公
益金（即总销量的 10%）
全部用于支援汶川地震
的灾后重建， 顶呱刮最

终为地震灾区筹集资
金多达 38.3 亿元。

上市 20 年来 ， 体
彩不断扩大销售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全国已经有 13 万余个

销售终端， 直接为社会提
供了 30 万个就业岗位，带
动了体育、文化 、科技、印
刷、 新闻以及未来的网络
等相关行业和相关产业链
的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朱元
鹏）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
彩票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部

门彩票， 而是成为国家公
益彩票， 其筹集的公益金
使用范围， 除了用于全民

健身计划、 奥运争光计划
等体育事业， 更是广泛用
于涉及国计民生、 社会保

障等在内的多项事业，发
挥着“公益事业助推器”的
巨大作用。

本报讯（记者 曹静雅 通讯员 朱元鹏）
彩民赵先（化名）与郑州彩民王女士（化名）先
后来到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奖， 赵先
生中得了超级大乐透第 17125 期一等奖 2 注，
二等奖 4 注， 奖金共计 1139 万余元。 王女士
中得了超级大乐透第 17130 期二等奖 2 注及
追加，奖金共计 56 万余元。

据了解，此次中奖的两张彩票分别出自南
阳市高新区两相路 628 号的 4113030201101
体彩网点和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与任寨北街
东的 4101055073101 体彩网点。

据赵先生说，他已有 15 年的彩龄了，是个
十足的老彩民。 他把购彩当成兴趣爱好，从
2007 年大乐透一上市基本上每期都买， 之前
最多中过一千多元。 赵先生说，这次的号码是
根据走势图选的， 自己对于中奖既意外又很
坦然。 当说到奖金的分配时，赵先生讲，自己
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 需要用钱的地
方很多，不过自己会理性分配。 在这里，需要
提醒彩民朋友的是，快乐投注，理性购彩，才
是最好的心态。

大乐透

爆 4 注千万头奖
本报讯（通讯员 朱元鹏）11 月 8 日晚，

体彩大乐透第 17131 期开奖， 全国中出 4 注
基本头奖，单注奖金 1000 万元。 可惜出自广
东、广西、贵州、四川的幸运儿都没有追加投
注，错失 1600 万元追加头奖。目前，体彩大乐
透奖池仍高达 42.76 亿元。

体彩大乐透 17131 期开奖号码为前区
“03、05、08、19、34”，后区开奖号码为“01、12”。
前区号码当中，“05、34”都是重号，其中“05”是
连续 3 期开出的热号，“34” 连续 2 期开出，与
此前 2 期先后开出的“32、33” 形成了三斜连
号；“19”是间隔 15 期才开出的冷号，同样也与
先前 2 期先后开出的“17、18”形成三斜连号；

“08” 是间隔 10 期才开出的偏冷号码。 后区
“01、12” 则是最小号和最大号的组合， 其中
“12”是间隔 7 期才开出的稍偏冷号码。

当期全国中出 4 注一等奖， 基本投注单
注奖金为 1000 万元，分别落在广东、广西、贵
州和四川， 可惜四省份中奖者都没有追加投
注，错失中取 1600 万元追加大奖机会。

单期送出 4 注 1000 万元头奖过后，体彩
大乐透奖池累计滚存 42.76 亿元。本周六晚，
体彩大乐透将迎来第 17132 期开奖， 届时 2
元投注最高可中 1000 万元，3 元追加投注最
高可中 1600 万元， 广大彩友不要错过投注
机会。

玩法 投注方式
派奖前

单注奖金
单注

派奖金额
派奖后

单注奖金

283

481

二带一

三不重

任选二全包

98 元

49 元

74 元

22 元

11 元

6 元

120 元

60 元

8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