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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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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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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第

19042

期

4

月

15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33�10�28�04�13�12�11

6274619165.19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6月14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奖级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6

5

79

31

352

562

14358

15935

41841

587351

6169825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8000000

555574

444459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60000000

40000000

43890346

13778229

3520000

1686000

4307400

3187000

4184100

8810265

30849125

21421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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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0+3+0+0+1+1+0+0+3+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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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0+0+1+3+1+1+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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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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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大乐透新规实施 23 期后， 亿元头

奖不期而遇。 不过，在羡慕山东泰安幸运

得主之余，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到 3 亿巨

奖的背后，多多关注以大乐透为代表的

国家彩票公益属性，理性购彩更快乐。

同期贡献公益金上亿

北京时间 2019 年 4 月 13 日晚，体

彩大乐透第 19041 期开奖，当期共筹集

公益金 1 亿元， 全部用于社会公益事

业。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 33 注

（其中

1

注追加）

，分落山东、广东、重庆，其中

山东省中出头奖 31 注。

来自山东省泰安市的购彩者中得

一等奖 30 注，共 3 亿元。 数据显示，山

东省泰安市中出的 30 注一等奖出自第

3716016093101 体彩投注站，其中一张

中奖彩票中得 30 注一等奖， 该中奖票

为一张单式票，进行了 30 倍投注，投注

共计 300 元， 该票累计中奖 3 亿余元。

这是 2019 年体彩大乐透开出的第 1 个

亿元头奖，也是体彩大乐透历史上的第

12 个奖金过亿的头奖。

公益贡献不断创新高

大乐透于 2007 年 5 月 28 日上市，

当时的公益金比例为 35%；2016 年，大

乐透游戏的公益金比例增至 36%。 从

2018 年 2 月 2 日起，大乐透彩票上“悄

然” 出现了一行字———感谢您为公益

事业贡献××元， 此举让购彩者一目了

然地获知自己到底为公益事业作了多

少贡献。购彩者每购买 1 注 2 元基本投

注的大乐透彩票， 就可以为公益事业

贡献 0.72 元公益金； 每购买 1 注 3 元

追加投注的大乐透彩票， 将为公益事

业贡献 1.08 元公益金。 自上市至第

19018 期，十余年来，大乐透筹集公益

金金额超过 780 亿元，这些公益金和其

他体彩游戏公益金一起组成了数额庞

大的体彩公益金。

体彩公益金用途广泛

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

彩票公益金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其中，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范围包括

扶贫、抗震救灾、法律援助、文化、教育

事业、红十字事业、农村贫困母亲“两

癌”救助等。 用于体育事业的公益金用

于支持群众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事业，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民健身计划”和

“奥运争光计划”。 其中，群众体育的使

用范围包括建设体育公园、健身广场、

室外健身器、健身步道、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等；竞技体

育的使用范围包括高水平后备体育人

才培养、国家队备战奥运会、补助国家

队训练津贴、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办赛经

费等。

持健康心态理性购彩

除公益彩票外，责任彩票也是体育

彩票一直在努力践行的理念之一。为净

化行业生态， 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持打造安全健康

的彩票游戏， 持续规范并优化渠道管

理，践行“多人少买”的理性购彩理念，

提升购彩服务体验，赢得公众信赖。 尤

其在保护购彩者方面，国家体彩中心制

定并发布《体育彩票责任彩票公众手册

(理性购彩篇)》， 要求实体店在显著位

置张贴“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

奖”“快乐购彩 理性投注”等警示标语，

加大对理性购彩的宣传和教育力度，营

造健康的购彩环境。

面对 3 亿元巨奖，我们除了羡慕幸

运儿，还要保持一颗公益之心，快乐购

彩理性投注。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谢明明

大乐透新规催爆3亿巨奖

公益体彩助全民 理性购彩更快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王世让）

4月12日，由国家体彩中心、中

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成都体育学院联合

开展的2019“公益体彩 扶贫支教”活动

在峨边中学启动。 此次体育支教活动，

旨在提高峨边县的体育教学水平和质

量， 让当地群众和学生切切实实受益，

进而助推当地早日脱贫奔小康。

支教帮扶 体彩扶贫新尝试

在四川乐山的小凉山区， 大渡河

畔，坐落着仅有15万余人口的峨边彝族

自治县。 这里是四川省脱贫攻坚战役

中的“硬骨头”，位列全省88个扶贫重点

县之一。

“我们峨边县有52所学校， 专职体

育老师只有13名，其他体育老师都是兼

职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专职体育教师

对我们的学生进行专业指导。 ”谈到在

体育教学中所面临的困难，峨边县教育

局副局长周建勇告诉记者。

针对这一当地体育教学中的老大

难问题，“公益体彩 扶贫支教” 活动提

供了新的解决方案：由国家体彩中心和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共同设立的“体育

彩票乐善基金”提供资金，支持成都体

育学院组织的80名优秀师生，对峨边全

县范围内的27所中小学开展教育扶贫

工作，承担体育教学相关工作，预计将

完成总计24000学时的工作量； 派驻多

名支教指导教师和专任教师常驻峨边

县指导支教工作；同时，由专家团队为

峨边县全面提供相关咨询和指导服务。

启动仪式当天，来自成都体育学院

的刘建华教授还为峨边县50多名专职

和兼职体育教师带来一堂生动的体育

公开课。 课上展示的教学方法和技巧

让老师们耳目一新，深受启发。

快乐操场 让近百万学生受益

“刘教授的课很有趣儿， 他教的很

多动作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玩过的。 ”在

公开课结束后，峨边中学高二同学郭万

玉告诉记者，以前学校的体育课主要以

跑步为主，自从支教体育教师来了，能

学到的体育项目也多了起来。

近年来， 党和国家把脱贫攻坚作

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中国体育彩票作

为负责任的国家公益彩票， 一直以助

力扶贫、 关注教育为己任， 积极开展

扶贫助学活动，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

出了贡献。 开展多年的“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 就是体彩教育扶贫行动的典

型代表。

国家体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曾

志刚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是中国体育彩票于2012年推出

的一项公益活动， 主要为缺乏体育器

材的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校送去公益

体育课和体育器材。截至2018年底，“公

益体彩 快乐操场” 投入资金超5000万

元，全国31个省

（区、市）

的3379所学校、

近百万学生从中受益。

内涵延伸 快乐操场形式创新

作为快乐操场活动的拓展， 2018

年， 体育彩票乐善基金还牵手四川省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联合开展了

“体育航天科普夏令营” 公益活动， 组

织来自四川偏远贫困山区的小学生们

走出大山， 到北京参观学习， 为孩子

们打开了新的天地。 这次的“公益体

彩 扶贫支教” 活动， 也是快乐操场活

动的延伸， 进一步丰富了体彩公益品

牌的内涵。 此外，国家体彩中心近几年

来还动员组织体彩系统的青年党员和

业务骨干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兴趣

特长，以“体彩公益小分队”的形式在山

西省繁峙县、代县、江西省赣州崇义县

开展了扶贫支教及对口扶贫支援工作，

使公益体彩更加贴近基层、 贴近群众，

体彩的公益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快乐操场”新尝试

体彩扶贫支教在川启动

体彩扶贫

支 教 活 动 现

场。

国家体彩

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