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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公告

（以当日开奖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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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为主题的《相
约体彩》特别节目播出，讲述体彩人一线战“疫”感
人故事和体彩复工复产温情举措，向奋力抗疫的体
彩人致敬，为全国体彩实体店加油，为体彩未来发
展注入活力，为广大购彩者送上感恩回馈。

节目中，既有体彩人讲述一线战“疫”故事，也有
体彩人“休市不休息”坚守岗位的身影，还有体彩人复
产复工后奋发作为的场景。 广东梅州 20 位体彩人为
抗击疫情集体献血，河南焦作体彩人王海二在疫情防
控志愿者岗位上无私奉献……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
荧屏上时，体彩人的责任担当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月 6 日， 北京恢复体育彩票销售和兑奖，至
此，全国所有省（区、市）体彩全部复市。 据统计，目
前已有 27 个省（区、市）对体彩实体店进行专项补
贴，总金额超过 2 亿元；很多省（区、市）通过为体彩
实体店配发防疫用品、为确诊体彩代销者申请救助
基金等方式，帮扶体彩实体店。

在复市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中国体育彩票推
出以“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
节目介绍了“益起来、 绘精彩” 体彩吉祥物征集、
2020 年体彩大乐透 9.9 亿元派奖、“锦鲤”系列即开
型彩票销售等惠及广大购彩者的焕新活动。

《相约体彩》特别节目播出后，观众纷纷点赞，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体彩人无所畏惧、勇
往直前的精神令人感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身影，
值得被铭记”。 （石涛）136

5月 20日，
2020 年“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
河南省启动仪
式在河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
心举行。

责任担当，为贫困学校打造快乐操场
启动仪式上， 以视

频连线的方式， 对 3 所
受捐学校进行了回访。

孟津特殊教育学校
教研组组长庄小歌说：
“我们是一所县级特殊
教育学校，人员少，经费
不足， 必备的体育器材
寥寥无几。 体彩捐赠的
体育器材送到学校时，

校园里顿时沸腾了，学生
们纷纷跑上去，争着抚摸
它们，个个乐开了花。 我
们充分利用这些器材上
好体育课，并根据特殊孩
子的特点组建了快乐篮
球、快乐足球、快乐羽毛
球等社团，引导孩子们学
习体育运动的相关知识
和规则，并进行相应的训

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柘城特殊教育学

校培智三班教师邓玉
凤说：“孩子们收到体
彩捐赠的体育器材后，
一个个抱着自己喜欢
的体育器材，又是笑又
是跳。 体彩还邀请大学
生志愿者为孩子们带
来了一堂生动的体育

课。 在志愿者们的带领
下，孩子们很认真地上
了一堂开心的体育课。
从孩子们的笑容中，我
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对
体育器材和体育课的
喜爱。 课程结束后，孩子
们都希望志愿者老师能
够留下来！ ”

（海清清）

5 月 20 日，体彩大乐透“9.9 亿元大派奖”第 10
期开奖，前区中奖号码为 01、05、15、22、31，后区中
奖号码为 02、09。 本期体彩大乐透以 3.27 亿元的全
国发行量，筹集彩票公益金 1.17 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 全国共中出 2注一等奖， 均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湖南永州、广东广州。

据统计， 本期体彩大乐透共派送幸运奖 1832 万
元；二等奖开出 82注，每注奖金为 20.02 万余元，其中
43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6.01万余元；三等
奖中出 151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其中 28 注收获
幸运奖；四等奖中出 846注，单注奖金为 3000元。

奖池方面， 本期开奖结束后，12.52 亿元滚存至
5 月 23 日（周六）开奖的第 20040 期。 届时，一等奖
将派送 6000 万元，幸运奖派奖余额为 3.08 亿元。

派奖活动前 10 期，已累计开出一等奖 68 注，其
中，1000 万元及以上大奖 45 注； 有两期开出 10 注
以上头奖， 分别为第 20032 期中出 19 注一等奖、第
20037 期中出 11 注一等奖。 （张慧慈）136

日前，2020 年河南省体育彩
票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省体
育局局长、党组书记万旭，省纪
委监委驻省体育局纪检监察组
组长、局党组成员薛国文，省财
政厅综合处调研员王侠， 省体
彩中心主任王海新， 省体彩中
心党委书记韩宇出席会议。 省
体育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黄家
明主持。

万旭说， 面对今年的特殊情
况，要坚定信心，正确看待形势，
深入分析问题的本质，深刻认识
疫情是体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阶段性问题，我省彩票发展的大
趋势是向好的。 要深入研究疫情
对我省体彩发展带来的影响，把
问题找准、措施找实。 对于我省
体彩出现的实体店经营困难、购
彩者流失、游戏产品结构不均衡
等问题，要加强分析研判，正视
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解决问题。

万旭说， 越困难越要抓好责
任彩票建设， 困难时期更要研究
探索建设责任彩票更有针对性的
办法， 进一步凸显我省体彩负责
任的形象； 越困难越要苦练内
功， 加强管理， 发扬艰苦创业精
神， 倒逼发现各种管理问题，做
到向管理要效益； 越困难越要抓
好公益金的使用， 公益金一定要
花在刀刃上， 花在老百姓最急需
的地方， 花在老百姓获得感最强
的地方， 做到以人为本、 以民优
先； 越困难各级越要关心体彩、
支持体彩，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
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困难， 做到感
同身受、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薛国文说，要强化底线思维，
增强防范化解风险的政治能力，
增强政治自觉； 要牢记公益初
心， 把握政治方向， 依法合规筹
集公益金； 要增强责任意识，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做好各

项工作。
王海新作《坚定信心 攻坚克

难 推动河南体彩实现新发展》
工作报告。报告从 2019 年工作回
顾、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2020 年
工作安排等 3 个方面， 总结并谋
划我省体育彩票工作。 报告提
出， 我省体彩要认清发展形势，
增强发展动力； 承担发展重任，
践行光荣使命； 明确工作重点，
坚定发展信心； 要继续坚持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两手都要硬、两
战都要赢”工作理念，落实“稳增
长、调结构、拓宣传、强队伍、实
基础、抓机遇”工作任务，推动我
省体彩实现新发展。

会上，洛阳、安阳、南阳、周口
4个体育行政部门作了典型发言。
省体彩中心各分中心、 各部室进
行了分组讨论，并递交了《2020 年
目标管理责任书》。

（海清清）

攻坚克难 推进责任彩票建设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携爱出发

体彩大乐透派奖第 10 期

开出 2 注一等奖

《相约体彩》特别节目

致敬战“疫”体彩人今年，捐赠名额从 25 个增至 34 个
“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自 2012年
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
一项中国体育彩票品牌
公益活动，主要为缺乏体
育器材和体育教育资源
匮乏的学校捐赠体育器
材及公益体育课，增强孩
子们的健身意识，传播体
育彩票关爱未成年人的
责任意识。

我省于 2013 年加
入该活动，7 年以来，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为我省 182 所中小学校
捐赠价值近 300 万元的
体育器材， 为我省青少
年体育事业、 基层体育
教育提供了强劲助力。

启动仪式上， 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王
海新宣布 2020 年“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 正式
启动。 5 月 20 日至 6 月
19 日，全省体育器材匮
乏的公立小学均可报名
申请；比较偏远的学校，

爱心人士可以帮助他们
报名申请。报名申请时，
需登录河南体育彩票
网，在 2020 年“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 报名平
台提供学校基本情况、
学生总人数及班级数
量、 学校体育器材匮乏
情况详细描述及申请理
由、 学校详细地址及联
系方式等信息资料。

据王海新介绍 ,今
年的“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活动有两大变化：

第一， 捐赠名额从往年
的 25 所学校增加到 34
所学校；第二，由往年的
河南省体彩中心统一采
购、配送器材，改为由各
省辖市体彩分中心结合
学校体育器材缺乏情况
分别采购器材。

需要提醒的是，各
学校在报名申请时，要
重点添加学校体育器材
匮乏情况详细描述，以
确保所捐赠的器材是学
校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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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河南省体育彩票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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