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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19149

期

6

月

5

日开奖）

276855088.2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8月5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8 � 8 � 0 � 5 � 2

（第

19149

期

6

月

5

日开奖）

11419976.1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8月5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8 � 8 � 0

中奖情况

（第

19064

期

6

月

5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7�13�19�08�29�11�12

4705583931.89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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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06

50

265

884

17587

30454

46284

840518

8175005

单注奖金（元）

418043

334434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0

0

44312558

16721700

2650000

2652000

5276100

6090800

4628400

12607770

40875025

13581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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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

中国体育彩票发行 25 周年， 国家体育

总局宣传司、国家体彩中心共同组织开

展“发现身边的公益”优秀公益金项目

宣传报道。 5 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由多

家中央主流媒体和多家行业媒体组成

的采访团，先后走进杭州、嘉兴、宁波、

金华四地，深入开展“看浙里，体彩的力

量”主题新闻采访活动，记者们作为“体

验员”走到老百姓身边，亲身实地感受

体彩的公益力量。

看数字

感受公益金份量

截至 2018 年底， 浙江累计筹集体

育彩票公益金 335 亿元。 特别是 2018

年，浙江体彩通过突破性的 200 亿元发

行量，筹集公益金 49.23 亿元，再次刷新

了公益贡献的记录。

“这么多公益金用在哪里？ ”这无疑

是媒体和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目前，浙江省拥有体育彩票销售网

点 8800 多家， 从业人员上万，“体彩驿

站” 覆盖近 400 个乡镇和街道， 达到

2400 余家。 近四年来，浙江省使用体彩

公益金共完成新建小康体育村升级工

程 2200 个、多功能运动场 718 个，全民

健身中心、广场 506 个，开展各类社会

公益活动达到 159 场次，每年投入 1100

万元体彩公益金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培养培训。 以 2017 年为例，省级体育

彩票公益金， 省市县加起来 14 亿元左

右用于群众体育， 约 3.7 亿元用于竞技

体育。 这些数字清晰直观地展示出体彩

公益金用在哪些方向。 循着踪迹，我们

就能发现体彩公益的身影。

探场馆

打卡网红“地标”

近年来，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

一座座体育“地标”在钱塘两岸拔地而

起，像这次记者们实地探访的金华市体

育中心、嘉善县姚庄镇体育馆，在建的

杭州全民健身中心、衢州、丽水体育中

心， 不仅为群众健身提供了便利的场

所，还能够承接体育赛事、举办大型活

动，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地标”。

“从没想过体育场馆能离家这么

近！ ”随着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体育馆

的建成使用， 小镇居民使用标准体育

馆、在家门口观看国家级体育赛事在当

地变成了日常。 四年多来，作为姚庄镇

文化体育的新地标， 体育馆相继承办

了中韩男排邀请赛、 中国乒乓球协会

会员联赛、 中国-古巴国家女篮对抗

赛、 全国女排冠军联赛等， 还连续举

办了 3 届中美男篮邀请赛， 承办了浙

江省首届“美丽乡村” 篮球赛， 赛事

涵盖国内外， 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

起到了引领作用。 正在场馆进行兜球

训练的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张民芳精

神抖擞， 完全看不出她已经 63 岁了，

她说： “我们能这么开心地锻炼， 得

益于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体彩公益金提

供这么好的场地让我们锻炼身体，我们

肯定开心地去啊！ ”

进乡村

乐享健身的快乐

“这不是我印象中的农村！ ”“住在

这里真的幸福感十足！ ”在探寻浙江体

育小康村的路上， 类似惊叹声不时响

起。 或许在很多人印象中，农村体育设

施还是一个小广场， 几个健身器材，但

是浙江体育小康村会完全打破你的固

有印象。

农村和棒球， 似乎看起来有些不

搭， 但在嘉兴平湖市林埭镇徐家埭村，

却有不少乡村少年和棒球结缘。 在体彩

公益金的支持下，徐家埭村建起了浙江

首个村级标准青少年棒球场，作为平湖

市十所中小学棒球活动项目的训练和

比赛场地，并对外提供服务。5 月 29 日，

“体验员”们来到徐家埭村的时候，这里

正在进行林埭镇棒球训练活动，林埭中

心小学老师李国华表示：“我们棒球队

成立于去年 11 月， 周末和节假日孩子

们都会来这里训练，今年暑假还要在这

里进行一场比赛，我们的目标是夺冠。 ”

谈到棒球这项小众运动是怎样走进乡

村，走到他们身边，李国华表示：“要感

谢体彩公益金，场地的建造、队伍的训

练，包括孩子们日常的训练器材等都有

体彩公益金的身影。 ”

一座乡村青少年棒球场不仅让这

里的孩子们享受到棒球运动的快乐，还

让这座杭嘉湖平原上的村子更有活力

和魅力，影响力辐射到江浙沪地区。 正

如浙江体彩中心主任郭海英所说：“体

彩公益金的使用不仅仅停留在健身层

面，在更大范围对乡村振兴起到了引领

作用。 ”

乡村变

公益金落到实处

体育正在让美丽乡村变得更加健

康、更加幸福。 走在山清水秀的宁波市

镇海区九龙湖镇西经堂村， 体育健身

场地随处可见， 环绕着村舍的健身路

径， 场地宽阔的体育公园， 还有刮风

下雨也能锻炼的风雨健身活动场地。

在体育公园， 72 岁的陈大爷正在练习

投篮， 矫健的身姿吸引不少年轻人。

虽然天气稍微有些热， 却挡不住大爷

对于篮球的热爱 。 大爷开心地说：

“我最爱打篮球， 我们家爷孙三代都喜

欢 ， 这场地这么好 ， 我每天都来这

玩。”

镇海区自 2016 年以来利用体彩公

益金资助开展了农村体育小康村提档

升级工程，2018 年， 西经堂村小康体育

村升级项目投资近 200 万。 以前村民的

休闲生活是打牌，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运

动场所， 大家晚饭过后都会来跳舞、打

球，还组织参加省市比赛，用当地村民

的话来讲“生活丰富得很”。

“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群众需求。 ”西

经堂村健身场所的变化正切实地验证

着这句话。 由最初一个篮球场，到多功

能健身场地， 再到风雨健身活动场地，

村民们享受到公共体育服务带来的实

惠，无一不啧啧称赞。 在这一过程中，大

众也切实感受到了体彩公益金“来之于

民、用之于民”，看到体彩公益金确确实

实用到了实处。

发现身边的体彩公益

公益金助力浙体育小康村

小康村的孩子们在体彩公益金援建的足球场地踢球。 通讯员 郭晨曦 摄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郭晨曦

干净宽阔的村道，美观整齐的

院落，醒目的健身步道，开放的运

动场地， 应有尽有的健身器材，喜

笑颜开的村民……在浙江省宁波

镇海区九龙镇西经堂村， 全民健

身、全民健康、全民幸福，体育小康

村的美丽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每天不论早晚，村里的全民健

身中心都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唱

歌的、跳舞的、打球的、散步的、玩

耍的……村民的欢笑声连连不断，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公共体育

服务的幸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这

只是在体彩公益金支持下浙江省

全民健身工作开展和体育小康村

建设成果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