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彩大乐透第 22051 期

开出 8 注一等奖
5月 9日，体彩大乐透迎来 10亿元大派奖活动第

12 期（第 22051 期）开奖，前区开出中奖号码 01、16、
17、19、33， 后区开出中奖号码 05、06。 本期体彩大乐
透，全国销量 3.04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 1.09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全国共中出 8注一等奖，其中，
5 注为 1455 万元（含 808万元基本投注奖金+646 万
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花落河北秦皇岛、山东
济南、广东清远和新疆乌市（2 注），这 5 注追加投注
一等奖均符合本次 10 亿元大派奖活动参与条件，每
注多得一等奖派奖奖金 299万余元，分享派奖奖金后
单注总奖金为 1755 万余元； 另外 3注为 808 万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花落河北廊坊、安徽合肥、江西九江。

本期体彩大乐透，二等奖开出 108 注，单注奖金
9.7 万余元，其中，75 注采用追加投注，单注追加奖金
7.76 万余元；70 注符合本次 10 亿元大派奖活动参与
条件，每注多得二等奖派奖奖金 7.14 万余元，分享派
奖奖金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4.6万余元。

此外， 本期体彩大乐透固定奖共派送奖金 2177
万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开奖结束后，固定奖派奖奖金
余额为 3.26 亿元，15 周年特别奖派奖奖金余额为
3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15 周年特别奖派奖奖金专
项用于 5 月份每周六的奖期，每期派奖 1000 万元，与
固定奖派奖合并派发且优先使用，当期三至九等奖单
注派奖奖金为当期对应奖级单注奖金的 100%。

奖池方面，本期体彩大乐透开奖结束后，12.25 亿
元滚存至 5 月 11日（周三）开奖的第 22052 期。 按照
本次体彩大乐透 10 亿元大派奖活动规则，当期 1500
万元一等奖派奖奖金全部派完，下期一等奖将继续派
送 1500 万元； 当期 500万元二等奖派奖奖金全部派
完，下期二等奖将继续派送 500万元。 （张慧慈）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
责任。当前，郑州市疫情防控形
势复杂严峻， 河南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领导班子第一时间研
究部署防疫工作， 组织党员干
部职工深入社区， 助力疫情防
控，切实做好“双报到”，充分发
挥体彩系统党组织在疫情防控
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
作用， 彰显河南体彩人的责任
担当。

该中心第一时间转发《河
南省体育局致全体党员志愿者
疫情防控倡议书》，号召党员干
部职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助
力疫情防控。

“我要报名参加志愿服
务！ ”“我已经联系社区报名！ ”

该中心党员干部职工闻令而
动、主动担当，立即向居住地所
属社区报到， 就地转为社区志
愿者， 配合社区工作人员有序
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大家
纷纷表示：“我们坚决服从组织
安排，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
哪里去。 ”

在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中，
体彩志愿者与社区工作人员融
在一起、干在一起。该中心概率
部的娄莹莹是一位多次参加志
愿服务的资深志愿者， 她第一
时间赶到居住地所属社区报
到， 被分配参加核酸采样登记
工作。 在她的协调、指导下，志
愿者们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各项
工作。

来自河南体彩的一位位
“红马甲”、一抹抹“志愿红”，坚
守战“疫”一线，积极宣传疫情
防控政策， 协助社区工作人员
维护核酸检测现场秩序， 引导
广大居民正确理解、 科学参与
疫情防控， 进一步增强防护意
识和抗疫信心， 为疫情防控增
添正能量。

逆行出征，战“疫”有我。河
南体彩人把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作为“观念能力作风
建设年” 活动、“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的实践战场，以志愿服
务助力疫情防控， 为战胜疫情
贡献“体彩力量”，在疫情防控
一线展现河南体彩人责任担当
的风采。 （王冰）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责任担当 逆行战“疫”

开奖公告

（以当日开奖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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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彩票“谈责论彩”温馨提醒———

理性投注 不要借贷购彩

日前， 一名痴迷彩票的购
彩者由于缺乏理性， 向亲戚朋
友借钱购买彩票， 甚至向银行
贷款购买彩票，导致债台高筑，
无奈之下意欲轻生。 他的亲戚
朋友将此归咎于彩票， 认为是
彩票害了他。 这名购彩者的遭
遇令人唏嘘， 很有必要替不会
说话的彩票向所有喜欢彩票、
喜欢购买彩票的人劝上一句：

“千万不要借贷购彩，不要让贪
欲把自己送上危险的道路。 ”

发行彩票是国家为收集社
会闲散资金用于发展公益事业
的一种筹集资金方式， 而彩票
则是购彩者根据相应游戏规则
中奖后兑取奖金的有价凭证。
由此可见，彩票本身没有错，购
买彩票这一行为本身也没有
错， 购彩者根据相应的游戏规
则在参与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
属于自己的一份“小确幸”更加
没有错， 错的是一部分购彩者
以错误的心态、 错误的方式购
买彩票。他们认为，只要加大投
注金额，就能中取更多的奖金；

只要选择更多的投注号码，就
能提高中奖的几率； 甚至认为
自己运气爆棚， 可以借助彩票
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在错误
心态的驱使下， 他们完全不考
虑自身经济承受能力， 向亲戚
借钱， 向朋友借钱， 向银行贷
款，千方百计搞钱购买彩票。孰
不知， 从选择借贷购彩那一刻
起， 他们已经把自己送上了一
条危险的道路， 随着借贷的金
额越来越多， 他们在这条危险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会让
他们的生活亮起红灯， 甚至会
让他们陷入灾难。

我们必须明白， 彩票中奖
是小概率事件。 购买彩票只是
一种娱乐活动，以娱乐的心态，
在做公益的同时， 期许一份幸
运，期许一份希望，这才是正确
的购彩心态。 根据自身经济条
件，在承受范围之内，以购买彩
票这种娱乐方式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 这才是利己利人利社会
的正确购彩方式。

借贷购彩， 不仅会透支自

己的未来， 而且会失去亲戚朋
友的信任。 至于迷信自己运气
爆棚或者所谓的专家推荐的投
注号码一定能中奖， 纯属无稽
之谈。彩票中奖是小概率事件，
如果谁告诉你他购买彩票一定
能中奖， 那么他自己为什么不
去一掷千金、独享大奖，反而要
与你分享利益呢？遗憾的是，一
些购彩者却相信这些无稽之
谈， 认为彩票的中奖号码可以
人为控制，或者有一定的规律，
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 就找到
了发财的捷径。 他们相信自己
迟早会中奖， 一味加大投注金
额，不惜为此债台高筑，最终走
上了不归路。

在购彩的时候， 大家一定
要牢记“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量力而为， 千万不要借贷购
彩”，这样才能让自己真正享受
到彩票带来的快乐， 温暖地为
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惊喜地邂逅一份属于自己的

“爱心回馈”。
（张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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