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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第

19102

期

9

月

2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31�05�19�10�15�03�06

2971122369.4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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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18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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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24280

23317

60834

783867

7372795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238519

190815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10000000

0

42933420

12402975

4170000

2508000

7284000

4663400

6083400

11758005

36863975

138667175

排列3

4 � 1 � 0

（第

19238

期

9

月

2

日开奖）

排列5

4 � 1 � 0 � 3 � 1

（第

19238

期

9

月

2

日开奖）

（第

19116

期

9

月

2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1+3+3+1+0+0+3+0+0+3+3+3+0+1

（第

19128

期

9

月

2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0+1+1+0+0+0+3+3+1+0+3+3

（第

19133

期

9

月

2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1+1+2+3

+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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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体育界的“奏鸣曲”一个

乐章接着一个乐章。8 月 15 日，2019 中

国小篮球联赛

（东北）

大区夏令营刚划

下休止符，紧接着，8 月 31 日，第 18 届

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将在我国北京、广

州、南京、上海、武汉、深圳、佛山、东莞

八座城市“奏响”旋律。

不管男篮世界杯， 还是小篮球联

赛，观众只看到球员们在赛场上的荣耀

和光芒，殊不知，在其背后，是无数汗洒

球场的拼搏和深夜训练的辛酸。 为了

给我国的“篮球苗子”们提供更好的训

练条件和成长空间，体彩公益金一直在

默默地贡献力量， 助力我国掀起阵阵

“篮球旋风”。

体彩公益金

培养篮球新生力量

让时间回到 2017 年 11 月 20 日。

这天，“小篮球大梦想”———中国篮协小

篮球发展计划暨小篮球联赛启动仪式

在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中心小学正

式拉开帷幕。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

颖川、青少司副司长王雷、中国篮协主

席姚明等出席了开幕式，全国各省篮协

代表、篮球推广大使、学校代表 150 多

人与会。

与姚明打的大篮球相对，小篮球旨

在让 12 岁以下的孩子们也能参与到篮

球运动中，以此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成

长，培养他们对篮球的兴趣，为中国篮

球的未来培养新生力量。

去年，中国篮协举行了首届中国小

篮球联赛，全国有 10 万余名少年儿童、

15000 余支球队参赛。 据《国家体育总

局 2018 年度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公

布的数据，去年用于小篮球运动项目推

广的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体彩公益金多

达 5000 万元， 占当年资助或组织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所用公益金近十分之一

的比重。 而今年，参赛少年儿童更是多

达 18 万，比去年增长了约 80%。在体彩

公益金的“神助攻”下，仅仅两年，小篮

球运动项目就挟着一股“少年旋风”吹

遍了神州大地。

“一场两台”

助农村篮球焕新颜

其实，体彩公益金不只支持小篮球

项目。 在农村篮球运动发展方面，体彩

同样不遗余力。

早在 2006 年， 针对农村体育设施

缺乏、 农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困难的

情况，国家体育总局就印发了《关于实

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在全国

范围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今年 7

月份，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郎维

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推动实施“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在全国行政村建设“一

场两台”等体育设施，现在已覆盖全国

近 57 万个行政村。所谓“一场两台”，是

指每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需配

备一个标准篮球场和两个乒乓球台。

按此计算， 得益于“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目前已有 57 万个篮球场在农村诞

生，受惠农民更是数以百万计。

有了“一场两台”，农民运动生活面

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安徽， 农民篮球大赛渐成风尚。

自 2009 年以来，安徽每年利用“一场两

台” 等农村体育场地举办农民篮球大

赛。 赛事期间， 篮球场上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 十里八乡的篮球高手们汇聚一

堂，在篮球架下一决高下。 经过多年发

展，该赛事已成为安徽农民体育赛事的

亮点和热点，成为农民健身活动的展示

舞台和交流大会，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展现了美好乡村

的面貌。 在江西，“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遍布万村。 江西从 2006 年开始实施该

工程，如今已覆盖近万个行政村，篮球

场等硬件设施的配建正逐步到位，为

农民参与篮球等健身活动带来方便。

过去，村民们认为，“无病即是健康”，如

今，这些旧观念逐渐被抛弃，村民们从

“要我健身”变成了“我要健身”。

冠名支持

篮球赛事遍地花开

有了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这些年，

各省市冠名“体彩杯”的篮球赛事也多

了起来。

8 月 17 日，2019“体彩杯”中美青

年篮球邀请赛丽水站在浙江丽水体育

中心体育馆火热开赛。

7 月 21 日，湖南道县 2019 年“体

彩杯”篮球联赛在道县道州北路移动公

司灯光球场隆重开幕。

6 月 1 日，“体彩杯”武汉高校篮球

3X3 争霸赛最后一场校园区预赛在湖

北华中科技大学举行。

4 月 22 日，“体彩杯”2019 年顺德

区青少年篮球比赛在广东佛山市顺德

体育中心、 凤城实验学校正式打响。

……

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冠名“体彩

杯” 的篮球赛事遍布全国各地， 而这

些赛事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体彩的支

持。

其实，以上只是体彩公益金使用的

一个方面。 除助力篮球运动发展外，青

少年足球、乒乓球、冰雪运动等的发展

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 你或许还想不

到，除了支持体育事业，体彩公益金还

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

助学、医疗卫生、残疾人救助、抗震救灾

和灾区重建、基层文化建设、扶贫等社

会公益事业，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公益彩

票。

“小篮球 大梦想”， 这六个字说的

是篮球虽小，但蕴含在篮球中的梦想却

无限大。 通过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孩子

们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另一个“姚明”，代

表中国征战世界； 村民们能够逐鹿球

场，为繁忙的农务生活增添一抹别样的

色彩；祖国各地的篮球爱好者们也有机

会同台切磋， 在民间赛场上体验激情、

比拼技艺。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琪）

8 月 28 日， 2019 广东“公益体

彩进社区” 广州站来到了美丽乡村白

云区钟落潭龙岗村。 尽管天气炎热，

但现场热闹非凡， 洪拳套路表演、 体

彩知识抢答、 互动游戏， 让参与活动

的社区群众获得了参与感、 愉悦感和

幸福感。

活动当天，近百名非遗洪拳传承人

带来精彩的洪拳套路表演、乡村文艺社

团用轻盈的舞姿和嘹亮的歌声祝福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 表演过程穿插的体

彩知识抢答环节， 激发了观众们的热

情。 不仅如此，上百名街坊参与了舞台

旁的手机微信“摇一摇，赢活动好礼”活

动， 答对三道体彩知识问答有机会获

得华为手机大奖，以及电吹风、纸巾等

精美礼品。

“2019 广东公益体彩进社区”是集

全民健身、公益宣传、市场推广为一体

的品牌活动， 是广东体彩 25 周年品牌

宣传的重要举措， 既为社区居民带来

精彩的互动游戏， 同时也是本着体育

彩票“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 的发行宗

旨， 宣扬更加健康、 快乐的生活方式。

本场广东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得到了

龙岗村居民的欢迎和喜爱， 大家收获

了身心愉悦和幸福感， 满载而归。 目

前， 广州市已经开展了 16 场体彩进社

区公益活动。

小篮球 大梦想

体彩公益金助力篮球旋风

公益体彩走进美丽乡村

穗白云龙岗村民享体彩欢乐

体 彩 公 益

金的支持让农

村篮球运动焕

新颜。

国家体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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