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088

期

7

月

3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52560899.57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9月

2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6 � 2 � 9 � 9 � 7 � 8 � 9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0

6

148

1922

25354

289537

316967

单奖奖金（元）

47798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0

286788

266400

576600

507080

1447685

3084553

（第

19204

期

7

月

3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297130404.9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9月

2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79

79

单注奖金（元）

100000

5 � 6 � 2 � 1 � 6

应派奖金合计

7900000

7900000

（第

19204

期

7

月

3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2453528.9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9月

2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5 � 6 � 2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5238

0

12702

本地中奖注数

273

0

681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开奖信息查询网站：

http://www.lottery.gov.cn

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

告为准。

广东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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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7 月

29 日， 体彩大乐透第 19087 期开奖，全

国中出 10 注 1000 万元一等奖，广东中

出其中 1 注，由广州市海珠区一彩民以

“10+3”复式投注命中，单票擒奖 1056

万元。 目前， 大乐透奖池滚存 38.16 亿

元，今晚将迎来第 19088 期开奖。

广东复式票中出头奖

大乐透第 19087 期前区开出号码

“05、06、18、19、27”，后区开出号码“07、

12”。 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69 期开

奖，以 2.65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

筹集彩票公益金 9563 万元。 全国共开

出 10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 1000 万元，

分落江苏

（

4

注 ）

、北京

（

2

注 ）

、辽宁、浙

江、湖北、广东 6 个省市。 稍微遗憾的

是， 当期所有头奖得主都没有追加投

注， 纷纷错失了中取 1800 万追加头奖

的机会。

数据显示， 江苏中出的 4 注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别出自常州

（

2

注）

和南京

（

2

注）

。常州的 2 注一等奖来

自两个网点，但巧合的是，两张中奖彩

票同为 6 元 3 注单式票。 南京的 2 注一

等奖出自同一网点， 中奖彩票是一张

“7+2” 组合复式票， 单票擒奖 2006 万

元。

北京中出的 2 注 1000 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分别出自丰台和海淀。 丰台的

中奖彩票是一张“5+3”组合复式票，单

票擒奖 1045 万元； 海淀的中奖彩票是

一张“6+2”组合复式票，单票擒奖 1001

万元。

广东中出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出自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奖

彩票是一张“10+3”组合复式票，单票擒

奖 1056 万元。

今晚超 38亿奖池勿错过

二等奖中出 144 注， 单注奖金

22.55 万元。 其中 47 注为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 18.04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 40.60 万元。

当期广东中出二等奖 13 注， 广州

中出 6 注基本二等奖、深圳中出 3 注追

加二等奖和 2 注基本二等奖， 潮州、汕

尾各中出 1 注基本二等奖。

奖池方面， 第 19087 期开奖结束

后，38.16 亿元滚存至今晚开奖的第

19088 期， 这也是大乐透在 7 月份的最

后一次开奖，提醒彩民朋友不要错过。

近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

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健康中国行

动之全民健身行动相关情况。 事实上，

每当提及全民健身，就离不开体育彩票

公益金的身影。 在国务院最近印发的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中就

明确指出，要为不同人群提供针对性的

运动健身方案或运动指导服务，努力打

造百姓身边健身组织和“15分钟健身

圈”， 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

不难看出，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支

撑的全民健身事业，正成为推进健康中

国战略的重要一环。

让健身惠及全民

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加便利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此次新闻发布

会上，健康中国行动也就全民健身活动

开展提出了相关目标和要求。

“全民健身行动” 提出， 到2022年

和2030年这两个时间节点， 城乡居民

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

数比例分别不低于 90.86%和 92.17%，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7%及

以上和40%以上。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分

别达到1.9平方米以及以上和2.3平方米

以上， 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不

少于1.9名和2.3名， 农村行政体育设施

覆盖率基本实现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

的目标。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副司长邱汝

表示，“现在全民健身使用经费全部是

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央和各省市体育彩

票公益金的收益，全部用于公益的场地

设施建设和活动的开展。 ”

让健身有地可去

随着百姓对体育场地设施的需求

越来越高，全民健身工作作为健康中国

的重要支撑，也致力于解决群众健身去

哪儿的问题。 多年来，国家体育总局对

公益金的使用也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

工作。

一是农村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其中包括全国行政村体育设施的建设

工作。 当中的“一场两台”，即一个标准

篮球场和两个乒乓球台，目前已经覆盖

了全国接近57万个行政村。 二是社区的

“雪炭工程”，在社区里配置建设健身中

心，让社区里的老百姓举步可就。 三是

全民健身路径， 对社区当中的老年人，

将健身路径建在小区里面或附近的公

园中。 四是公共体育场馆开放，逐步将

学校的体育设施特别是大型公共体育

场馆向社会开放。 五是积极倡导各级政

府和社会力量一起加强体育公园、健身

步道、社区运动场的建设，进一步满足

百姓的健身热情和需求。

对此，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郎

维也在发布会上介绍， 在这五个方面，

不仅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本级投入资金

150多亿元，还带动了各个省、市、区、县

投入，为百姓健身问题做了很多实际工

作，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成效即人均场

地面积问题。据悉，和2014年1.46平方米

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相比， 目前已有

0.2%的增长，这相当于2.8亿平方米场地

的面积。

让健身融入民生

随着公益金的不断投入和支持，体

育场馆和健身场所也让广大市民拥有

更多的体育获得感和参与感，让健康中

国逐渐成为现实。

以2020年杭州亚运会的场馆为例，

体彩公益金投入1.5亿元、 占总投资额

31%的杭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将成为亚运

会的训练场馆。 据悉，该健身中心占地

23.25亩，面积达88143平方米。在明年投

入使用后，将成为该区域市民群众参与

体育健身活动，享受公益性公共体育服

务的第一选择。 它的内部功能设置齐

全，不仅有游泳、羽毛球、篮球、网球、跆

拳道、乒乓球、击剑、射箭、台球、健身健

美、真人CS、青少年科技体育等十余项

健身活动用房， 还有体育用品商城、儿

童游乐区、各类会议室、公共停车库、职

工食堂等配套服务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 在体彩公益金的助

力下，“迎亚运全民健身” 体育场馆设施

建设的专项行动还被列为当地2019年十

件民生大事之一， 并明确年度任务为新

建和提升改造健身绿道400公里，新建公

共健身中心、健身广场、健身公园15处。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大乐透第19087期开出10注1000万

广州彩民复式中1056万

推进健康中国 体彩鼎力支持

全民健身行动所使用经费全部出自体彩公益金

体彩公益

金在健康中国

行动中扮演重

要角色。

国家体彩

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