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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冠军亲临现场 见证体彩透明开奖
流程严谨，见证体彩公信力

体育彩票的开奖一直是购彩者关注的焦点，从 2011 年开始，位于北京
丰台体育中心的体彩开奖大厅正式对外开放，一批又一批的热心观众共同
见证了体彩“透明开奖”的全过程。为进一步提升开奖透明度，体彩开奖大
厅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造，开奖节目也进行了全面改版，节目名称更新为
“相约体彩”。9 月 7 日，焕然一新的体彩开奖大厅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开奖
嘉宾——2016 年里约奥运会射击冠军张梦雪！ 许丽峰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7点30分，
张梦雪和
各位来宾在服务大使的引导下进入了本次活
动的重头戏所在——全新改造升级后的体彩
摇奖大厅。当晚的摇奖环节将在这里开启。
摇奖准备环节，现场工作人员邀请
张梦雪随机抽取现场来宾，上台观看体
彩大乐透摇奖机的试运行及当晚开奖使

透明开奖，奥运明星谈体彩公信

倡导公益，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受国家体彩中心邀请，张梦雪参与了
此次体彩开奖活动，作为全新“相约体彩”
节目的嘉宾，与她一起受邀前来的还有黑
龙江观摩团的朋友们。现场参与体育彩票
的开奖活动，张梦雪可是头一次。难得有
这样的机会，怎能不好好准备一番，获得更
好的开奖体验？当天上午，张梦雪便早早

作为本期开奖嘉宾，张梦雪在开奖直
播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按下了摇奖机启动
键，随后开出了当晚体彩大乐透及排列
3、排列 5 的中奖号码。在奥运冠军张梦
雪的见证下，19104 期体彩大乐透共开出
3 注一等奖，
分落内蒙古、
安徽、
四川。
在观摩了整个开奖流程之后，张梦雪
表示：
“之前并不了解体彩是如何开奖的，
对于开奖流程也存在一些疑问，比如摇奖
机是如何启动的？摇奖球是什么材质的，
是像乒乓球一样吗？……这次有幸来到体
育彩票开奖现场，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震
撼，
新的摇奖场地真的很漂亮。之后触摸到
了退役摇奖球，
还亲手启动了摇奖机，
真实
体会到了体彩开奖的严肃和严谨，
每一个流
程都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找到了一家体彩实体店，购买了几注超级
大乐透。她表示，购买彩票不仅是收获一
份快乐，体验开奖时刻的紧张与兴奋，更是
为公益事业做出一点贡献。张梦雪表示，
在省队时就曾多次参加由当地组织的公益
活动，身为一个体育人，希望力所能及地向
大众传递温暖，让社会增加更多正能量。

奔赴现场，来宾与奥运冠军面对面
带着小小的彩票，
带着对体彩全透明开奖
的期待，
张梦雪于晚上7点来到了开奖现场。
当天位于丰台体育中心的体彩接待大厅热闹
非凡，
张梦雪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了解了体彩
发展历史，
本次活动的服务大使也为现场的来
宾们详细介绍了开奖场地和开奖流程。

为了欢迎大家的到来，接待大厅准备
了一面红包墙，上面贴满了彩票红包，每位
来到现场的来宾都可以抽取一份。除此之
外，工作人员还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互动
小游戏和抽奖环节。张梦雪也参与到各个
活动当中，接待大厅一片欢声笑语。

近期走势图
大乐透开奖号码
中国平安“三村工程”从 2018 年正式启
动，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
贫。目前，河南地区“三村工程”项目首
期为洛阳某企业提供 300 万免息贷款，
企业挂钩扶贫项目，在 3 个乡镇 16 个行
政村建立“爱心超市”，辐射带动 829 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
陈若祎

泰康人寿十九届客服节交响音乐会郑州站落幕
近日，借泰康人寿第十九届客户服
务节开展之际，河南泰康特别举办“泰
康嘉年华·乐享音乐荟”专场活动。9 月
9 日下午，来自全省 17 个地市的 1000 余
名贵宾，相约在美丽的如意湖畔、相聚
河南艺术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听觉盛

宴。泰康自从 1996 年获批成立以来，
到今年已经走过了 23 年，已经成长为
涵盖保险、资管、医养三大板块，面向大
健康产业的大型金融保险服务集团，连
续两年入围世界 500 强企业也证明了
泰康的实力。 赵亚玲

平安产险个人隐私信息保护获国际认证
■

行业播报

车等场景的便捷支付服务。2018 年 7
月，河南省内高速全线共 1300 条车道
开通银联二维码和银联手机闪付，带给
有车一族更便捷、更安全的支付体验。
与此同时，中国银联还在交通枢纽站如
新郑机场推出“1 元停车权益”，并在全
省推出了“1 元代驾权益”，积极推进与
郑州地铁、大型商圈和交通枢纽站停车
场无感停车的合作。梅捷频

中国平安
“三村工程·村医项目”落地河南汝阳县
9 月 8 日，中国平安河南地区“三村
工程·村医项目”健康扶贫签约启动仪
式在河南省汝阳县举行。启动仪式结
束后，中国志愿医生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专家及教授对 218 名村医进行医
疗服务提升培训，未来几天，健康移动
检测车将开往汝阳县 10 个村镇，为近
1500 名村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服务。

谈到体彩的公益性，张梦雪说：
“作为
一名射击运动员，
之前就知道体彩公益金支
持建设及修缮了很多射击训练场馆，
这次在
服务大使的介绍中，
了解到体彩公益金其实
对体育事业发展还有很多贡献，
比如资助竞
技体育、
培养体育人才等。购彩其实也是一
种公益行为，
以后会常常关注体彩以及开奖
直播，
感觉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
从透明开奖到信息发布，每一个流
程、每一个环节，时刻接受社会公众的监
督。公信力就是中国体育彩票的生命。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彩票开
奖的公开、公平、公正，目前，
“中国体育彩
票”小程序已经上线，大家可以通过这一
新渠道收看开奖直播，参与互动完成任务
即可参与抽奖，
更多惊喜等着您。

扫码进入
“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

银联移动支付基本覆盖河南公交
近日，河南省内 14 个省辖市、59 个
县域的公交场景实现银联移动支付产
品覆盖，乘客可扫云闪付二维码支付或
扫银联手机闪付，便捷乘坐公交车。至
此，河南省每个省辖市都至少有一个县
域公交上线了银联移动支付产品，17 个
省辖市公交场景基本实现了银联移动
支付产品全覆盖。除公交场景，中国银
联还为广大车主提供涵盖高速通行、停

用的正式摇奖球套数抽取等准备工作。
张梦雪和所有在场观众共同见证了摇奖
前严谨的准备流程。

经国际权威认证机构 DNV GL 审
核，平安产险成功获得 ISO/IEC29151:
2017 个 人 身 份 信 息 保 护 国 际 认 证 证
书。9 月 2 日，颁证仪式在平安国际金
融中心举行。据悉，ISO/IEC29151:2017
认证是国际通行的个人身份信息保护
指南，涵盖 26 个控制域，181 条控制措
施，充分控制个人身份信息(PII)相关的

风险，适用于任何对隐私保护有需求的
组织，对开展个人身份信息保护提供了
一个广泛的指南。平安产险第一时间
启动了 ISO/IEC29151:2017 认证申请，
并最终以其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严格
的流程管控、高效的响应能力、完善的
系统支撑，
获得了此项认证。
王筱

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启动
“小小梦想家”公益活动
日前，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志愿者
办扶贫业务以来总计落地扶贫项目
来到平安定点支教小学兰考县桐乡街
12 项，总计为贫困户提供贷款 5800 余
道鲁屯小学，带领孩子前往河 南 省 博
万元，辐射贫困人数 6000 余人；借助
物 院 、郑 州 少 年 儿 童 图 书 馆 等 地 方 ， “车主公益平台”，为广大乡村孩子送
为他们打开知识的大门，在了解中华
去图书与文具 500 余份；2019 年 5 月，
文化的同时体验科技和大自然的奇
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贯彻总部“寸草
妙。近年来，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不
安心”
公益支教活动。
断倾注力量支持公益事业发展，自开
王筱

“平安 920”再掀金融生活消费热潮
继年初推出“平安 108 财神节”活
打造一场盛大的金融消费狂欢节。在
动之后，中国平安于 9 月 9 日推出今年 “平安 920”金融生活消费节期间，特别
第二次波段式营销活动——“平安 920” 加入了平安 AI 科技元素及多个金融产
金融生活消费节。此次“平安 920”金融
品的 AI 应用功能，以九大 AI 游戏贯穿
生活消费节“以 AI 之名，为你放价”为
整个活动，更有 AI 公益活动与支教风
主题，设置了四大 AI 主题消费场景，分
采互动，增强客户消费场景式体验的同
别对应“AI 健康、AI 出游、AI 理财、AI 国
时助力乡村教育扶贫。
潮”的不同金融生活消费需求，为客户
薛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