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0 日，体彩“微光星公
益、幸福‘码’上来”活动携惊喜好礼邀你参加。

活动期间， 通过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微信
小程序进入“微光星公益、幸福‘码’上来”活动
页面，扫描单票 6 元以上体彩 7 星彩（活动期间
售出） 二维码或“我的幸福”“幸福中国”“中国
龙”任一款即开票保安区二维码，即可获得 1 次
抽奖机会，随机抽取 5G 手机、智能手表、电商
卡、体彩公筷等奖品或“微”“光”“星”“公”“益”
字符，集齐“微”“光”“星”“公”“益”5 个字符还
可兑换 5G 手机一部或智能手表一块。为了让购
彩者玩得更尽兴，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9 日，参
与“幸福‘码’上起飞”H5 互动游戏，还可随机抽
取 5G 手机、智能手表、电商卡等奖品。

体彩 7 星彩自 10 月 11 日焕新上市以来，
以奖金更高、更易中奖、选中最后一位就有奖三
大亮点， 持续受到广大购彩者的热捧。 截至第
20114 期， 新体彩 7 星彩累计中出 13 注 500 万
元一等奖，全国累计销售 3.98 亿元，为国家筹
集了 1.47 亿元体彩公益金。

全新上市的 3 款即开游戏设计精美、 大奖
丰厚、玩法简单、趣味性十足。 5 元面值的“我的
幸福”，最高奖金 20 万元，刮开覆盖膜，如果出
现金额标志， 即中得该金额， 中奖奖金兼中兼
得。 10 元面值的“幸福中国”， 最高奖金 50 万
元，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标志，即中得
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乘以对应的倍数， 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50 元面值的“中国龙”，最高奖金
100 万元，5 个游戏区域，39 次中奖机会，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即开游戏“新”面
孔，“我的幸福”“幸福中国”“中国龙” 各有
各的特色。“我的幸福”主题系列即开游戏共有
6 个票面， 人物形象超萌，“颜值担当”“手气最
佳”“发发发”“逆风翻盘”“锦鲤常伴”“一心一
益”等潮流话语传递着青春正能量。“幸福中国”
主题系列即开游戏共有 3 个票面， 整体设计风
格年轻时尚， 以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场景汇聚
成灯笼形象，传递满满的幸福感。“中国龙”即开
游戏以龙为主形象，融入国潮设计，票面酷炫，
具有积极向上的寓意。

购彩扫码赢惊喜好礼， 体彩本次的双重
“新”意不要错过！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0 日，走
进体彩实体店，享受“微光星公益、幸福‘码’上
来”活动带来的精彩好礼吧！ （羊蓉）

11 月 16 日，庆祝河南省电脑
型体育彩票上市 20 周年暨“出彩
河南体彩人” 颁奖仪式在郑州举
行。省体育局局长万旭、省财政厅
副厅长张中亮、 省体育局副局长
王炳奇出席仪式。

仪式上宣读了副省长戴柏华
对《河南省体育局关于河南电脑
体育彩票上市发行 20 周年相关
情况报告》的批示。戴柏华在批示
中指出：“全省体育部门和广大体
彩工作者牢牢把握体彩公益定
位，加强责任彩票建设，合理有效
使用彩票公益金， 为推动全省体
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要进一步强化责任
担当，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为
推进体育强省、 健康中原建设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

万旭说， 我省体彩发展的 20
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20 年，
是为人民健康、体育事业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的 20 年， 是支持公益事
业发展的 20 年， 是全省体彩工作
者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 20 年，我
省体彩在数量增长、责任彩票建设
和风险防控 3 个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

与会领导和嘉宾为 20 位“出
彩河南体彩人”荣誉称号获得者颁

发了荣誉证书和奖杯。“出彩河南
体彩人”荣誉称号获得者濮阳体彩
分中心专管员张忠奇、洛阳体彩代
销者谭海新发表获奖感言。

据悉，20 年来， 河南体彩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取
得了辉煌成就， 中国体育彩票在
我省的发行总量已超过 1200 亿
元 ， 累计筹集体彩公益金超过
320 亿元，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超过 20 亿元， 为我省的竞技体
育、全民健身、创造就业、脱贫攻
坚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 为体
育强省和健康中原建设作出了突
出贡献。 （陈星）13 6

公益金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

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帮扶
大学生创新创业方面提供有力支
撑。 2019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安排使用情况公告显示，2019 年
度共支出 5000 万元用于支持大学
生创新创业。该项目由教育部组织

实施，主要用于支持创新创业教育
优质课程建设、教师创新创业教育
教学能力培训、“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等活动。

2020 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作为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重要举措，聚焦 52 个未摘帽贫

困县， 引导广大大学生掀起了一
场以电商直播带货为主基调的扶
贫战役， 全国共有 132 万名大学
生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
动， 参加电商直播带货活动的大
学生达 60万人次， 销售金额超过
4.3 亿元。 （丰佳佳）

体彩向大学生抛出就业“橄榄枝”
体彩持续发力， 帮助大学生

就业创业， 遍布全国各地的体彩
机构和销售渠道纷纷向大学生抛
出“橄榄枝”。

体彩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
一批年轻人崭露头角。 作为一名 90
后， 杨阳妃子在青海师范大学毕业
后没有回云南老家， 而是选择在青

海就业。自加入体彩行业以来，杨阳
妃子稳扎稳打、实干苦干，运用新思
路、新方法，圆了创业梦。

近日，青岛体彩组织开展“大
学生公益体验官”、“大学生创业
先锋官 ”宣讲活动，首站走进青
岛西海岸新区青岛职业技术学
院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为 200

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
创业机会。

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
梦想 ， 在拼搏的青春中书写事
业华章 ， 体彩帮助大学生点燃
青春激情，成功放飞梦想 ，将他
们“扶上马儿送一程 ”，助他们
奋力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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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河南体彩人”颁奖仪式举行

公益体彩 助力健康中原

体彩推出新游戏

惊喜“码”上送

助学助就业，公益体彩一路相随

追梦路上 为大学生爱心护航

在大学生初入
校园时， 捐赠助学
金， 解燃眉之急；在
大学生进入毕业季
时，抛出就业“橄榄
枝”， 并提供资金帮
扶，体彩为追梦路上
的大学生倾心倾力

“保驾护航”。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爱心助学
日前， 河南师范大学的 120

名大一新生收到一份来自体彩的
爱心助学礼物———“中国体育彩
票·新长城助学基金”为每名受助
大学生捐赠 5000 元助学金，为他
们减轻经济压力。

这是“中国体育彩票·新长
城助学基金”第 4 次为河南师范
大学的优秀贫困大学生捐赠助
学金。“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
学基金”公益项目 ，由国家体彩
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05

年起联合开展，资助全国各地优
秀贫困大学生。 众多受助学子在
就业后选择把这份温暖继续传
递 ，到偏远地区支教 ，在乡村学
校任教，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感
受到公益的力量。

开奖公告

（以当日开奖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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