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与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明星栏目《百姓调解》联合推出全
新版块《体彩 Jie 报》。该版块在传
播公益文化的同时， 积极传播社
会正能量。

据悉，《体彩 jie 报》 将捷报中
的“捷”和《百姓调解》的“解”谐音
结合，寓意河南体彩与《百姓调解》
栏目开展合作，将为公益事业贡献

力量、带来捷报。《体彩 Jie 报》将带
给我们怎样的感动？ 锁定河南广播
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调解》栏目，
我们拭目以待！

多年来， 中国体育彩票围绕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品牌理念，
勇担社会责任， 通过销售体育彩
票，筹集更多的公益金，这些公益
金广泛用于支持体育事业和社会
公益事业。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积极开展惠及大众的公益活
动，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力
量。 与此同时，河南广播电视台公
共频道创办的《百姓调解》栏目通
过对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深刻关注，
实现爱心帮扶宗旨，承担媒体社会
责任。 基于“公益”和“责任”的共
同内核，河南体彩与《百姓调解》
栏目牵手合作。

（王闯）

10 月 12 日， 体彩大乐透第 20100 期开奖，
前区开出中奖号码 04、05、08、22、33，后区开出
中奖号码 07、10。 本期体彩大乐透全国销量为
2.74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 9898万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 全国共开出 4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为 1000 万元，分别落在江苏泰州、贵州
遵义（2 注）、云南普洱；二等奖开出 69 注，单注
奖金为 16.12 万余元，其中 50 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12.90 万余元； 三等奖中出 121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四等奖中出 535 注，单
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 12778 注，单注奖
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19546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 七等奖中出 31100 注， 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603158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
等奖开出 6419807注，单注奖金为 5元。

奖池方面， 本期开奖结束后，9.36 亿元滚存
至 10月 14日（周三）开奖的第 20101期。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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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由中国体育彩票携手央视电影频道联合推出的脱贫攻坚主题公益纪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
队》在山西完美收官。 最后一站，为争取放映队到自己家门口放映电影，繁峙县、代县两个县的老乡们从

“体育 + 农业”、“体育 + 产业”、“体育 + 民生”3 个方面展开脱贫成果“大比拼”，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温
暖有光大挑战”。

体彩全新 7 星彩开售

丰厚好礼等您拿
10 月 11 日，中国体育彩票全新 7 星彩游戏

正式开售。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体彩的支持与
厚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开展“全新 7 星
彩、上市有惊喜”促销活动，丰厚好礼等您来拿！

活动时间
7 星彩第 20100 期（10 月 11 日 20 时 10 分

开售）至第 20108 期（11 月 1 日开奖），共 9 期。
如果礼品提前送完，则活动提前结束。

活动内容
惊喜送平板。 活动期间，只要在河南省内购

买 7 星彩彩票单张达到 10 元（含 10 元）以上，
即可参与送华为平板电脑活动（多期票及多期
票的补打票不参与本活动）。 每期，系统随机分
配电脑，共 240 部，送完为止。 中得平板电脑的
彩票在地址栏直接打印“恭喜，获得华为平板电
脑一部”。

好运奖上奖。 活动期间，在河南省内采用后
区复式投注的 7 星彩彩票（即后区投注号码大
于 1 个） 均可参与本活动。 符合活动条件的彩
票，如果当期中得“0+1、1+1、2+1”三个中奖条件，
除中得该注彩票原奖金以外，还可以额外获得 6
元赠票 1张。

赠票按注赠送， 如果单张彩票有多倍或多
注符合中奖条件，按照实际注数进行赠送。 赠票
共 400 万元，送完为止。 以上两个活动可兼中兼
得。 另外，关注中国体育彩票的微信小程序或者
APP，参与线上有奖互动活动，还有 5G 手机、智
能手表和电商卡等礼品相送。

体彩全新 7 星彩，奖金更高，中奖更容易，
选中最后 1 位就有奖。 试试 7 星彩带给您的惊
喜吧！ （舒志成）

11编辑 海清清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张乐君体彩

体彩大乐透第 20100 期

开出 4注一等奖

《温暖有光放映队》完美收官

黄土高原上演“大挑战”

开奖公告

（以当日开奖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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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 农业” 助力脱贫攻坚
繁峙县藜麦加工厂副书记

胡鹏热情地拿着自家的新产品
给放映队队员们品尝 ， 据他介
绍 ,该加工厂是国家体育总局投
资 180 万元建设的，让“黄金谷
粮”成了该县的脱贫致富主导产
业。 该加工厂建立后，全县有更
多地方推广藜麦种植，村民的收

入随之提高。
看到放映队队员们纷纷点

头认可，代县的乡亲们有些“捉
急”了，马上带着队员们去参观
代县的农业发展成果。

无边无际的杂粮地， 将绵亘
不绝的山脉装扮得格外青翠，美
丽的景色令放映队队员们如痴如

醉。 据代县杂粮厂相关负责人勾
智飞介绍， 杂粮是当地的特色产
品， 种植广泛， 但价格一直上不
来。 2018 年， 在国家体育总局的
资助下，他们建起了加工厂，对杂
粮进行深加工，价格大大提高。之
后，他们还搭建起了农产品采购
平台，解决了销售渠道难题。

携手《百姓调解》栏目

河南体彩传播公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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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 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
“体育+产业”在两县落地生

根、结出硕果，突出了体育扶贫，
扶出了体育特色。 放映队队员们
了解到，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下， 寻找美丽中华定向越野赛、
繁峙毽球公开赛、五台山徒步健
身大会等一系列赛事成功举办，

为两县聚集了很高的人气。
代县滨河袜子厂相关负责人告

诉放映队队员们，过去，男人好找活
干，妇女大多闲赋在家，袜子厂建成
后，有效促进了当地妇女就近就业。

在驻村第一书记石刚的陪
同下，放映队队员们了解了三祝

村羊舍背后的故事。 过去，当地
的羊都养在村民家里，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国家体育总局于 2018
年资助 10 万元， 为三祝村建设
了 1200 平方米的羊舍。 村子整
洁了，村民们的幸福感、满意度
大大提升。

“体育 + 民生” 谱写温暖篇章
走访途中，放映队队员们了

解到，一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
将体育精神植入繁峙县和代县
扶贫工作，在农业、产业、民生
等方面持续精准发力， 助推两
县经济社会发展。 最后，放映队
员们决定兵分两路， 在繁峙县

和代县分别播放《星光》、《神行
太保》两部电影，让两个县的乡
亲们同时观影。

不知不觉 ，《温暖有光放映
队》 已走过 10 站旅程， 在脱贫
攻坚的奋斗路上， 一个个温暖
故事的背后， 都有着体彩公益

金的身影。
这一光影之旅虽已落幕，但

中国体育彩票践行责任、服务人
民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在镜头
之外，还有更多用勤劳与智慧书
写下的感人故事。

（陈童）
136

136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