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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 19033 期开出 3 注头奖
3 月 25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33 期开
奖，
前区开出号码“01、02、04、16、
24”，
后区
开出号码“07、09”。本期是新规则上市后
的第 15 期开奖，以 2.59 亿元的全国发行
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345 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 3 注头奖。其中，2 注
为追加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800 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1 注为基本投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 1000 万元。3 注头奖分落

山西、江苏和浙江。
数据显示，山西中出的 1800 万元追加
投注头奖出自晋城，中奖彩票为一张 3 元 1
注单式追加票。
江苏中出的 1800 万元追加投注头奖
出自常州，中奖彩票是一张 15 元 5 注单式
追加票。
浙江中出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出自绍兴，中奖彩票是一张“6+2”复式票，

投注金额 12 元。
对比可见，
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
来自
山西、
江苏的幸运儿在一等奖多拿了80%奖
金，
使得单注一等奖奖金达到了1800万元。
二等奖中出 35 注，
单注奖金 134 万元。
其中12注为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107万
元。追加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241万元。
本期，三等奖中出 143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四等奖中出 442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 9472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18942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21264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553966 注，单注奖金
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 6139515 注，单注奖
金为 5 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70.46 亿
元滚存至 3 月 27 日（周三）开奖的第 19034
期。王伟

建设责任彩票 直面坊间质疑

彩票新政下别被 3 个论断误导
今年春节前夕，国家出台一系
列彩票新规，加强高频快开游戏和
竞猜游戏的市场监管。在引起社
会和公众对责任彩票建设高度关
切的同时，坊间一些不合理的论断
却容易产生误导。

不合理论断一
彩票新政导致销量下滑，
不
利于筹集更多彩票公益金

彩票新政的推行会不会造成销量下
滑？答案是：
可能会。但这也折射了我国
彩票销量快速增长后的一次
“理性回归”
，
是尊重彩票发展基本规律的必由之路。
在高频快开和竞猜游戏销售中出现
了一些大额投注、非理性投注的情况，
“问题购彩者”令人担忧，进而有可能影
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一系列
彩票新规的出台非常有必要，有助于保
障我国彩票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
在 2019 年全国体彩品牌营销与渠
道工作培训会上，总局中心相关负责人
在讲话中曾就此次彩票新政发表了“短
期困难会迎来长期更大的发展 ”的观
点。如同人体在发烧时会乏力和困倦，
但退烧之后又会精神抖擞一样，彩票市
场经过必要的肌体调理，也将重新焕发
生机，以筹集公益金为核心驱动的彩票
销售市场亦将踏回健康的坦途。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发展彩票事
业，
不但不会制约销售表现，反而会促进
彩票市场风清气正，筹集更多的公益金。

不合理论断二
彩票新政有可能让一些购彩者走向赌博和私彩
我国彩票事业发展，
其核心属性在于公
益性，
进而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提供
支持。在这个过程中，
彩票发展需要更多人
以理性购买彩票的方式参与到公益中来。
这也是国家彩票倡导的
“多人少买”
与私彩
所宣扬的
“赌”
在理念上的本质区别。
客观而论，
彩票新政的实施确实会对
购彩成瘾者构成“打击”
。换句话说，
新政

最终杀掉的是不理性购彩的“瘾”
与“毒”。
而这种在政策层面强制戒毒、
戒瘾的举措，
在赌博和私彩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彩票新政出台后，
微博网友
“廖梦初”
表示：
国家出台措施对彩票秩序进行治理
相当及时，
把非理性购彩者
“解救出来是国
家的责任”
，
这一观点对于购彩者正确认识
当前的彩票形势有着客观积极的意义。

不合理论断三
彩票新政令代销者叫苦不迭，投注站迎来寒冬
有人说，投注站的寒冬来了？这是
真的吗？
截至 2018 年 12 月，全国各省份共有
体育彩票实体店数量近 18 万个。近年
来，为提升网点效率，建设责任彩票，各
级各地体彩机构纷纷建立了网点监督排
查清理工作机制，对代销者进行逐一检
查。检查内容包括是否委托他人代销彩
票或转借、出租、出售投注设备，是否进
行虚假误导性宣传，是否利用互联网销
售彩票，是否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是否
存在“僵尸网点”
等。
有两个案例值得一说。2018年10月，
山西省体彩中心发布解除与 146 人彩票代
销合同的声明。声明称，
146人违反相关约
定，
中心依约取消其代销资格并采取停机、
收回设备、不退保证金和押金等措施。
2016年8月，
湖北省385家体彩销售网点因
长期无销售被列入“僵尸网点”
黑名单，
被
湖北省体彩中心给予限期退机处理。

据了解，在体育彩票销售工作者中，
很多人对责任彩票都有着切身的认识。
北京市房山区体彩网点业主刘春梅表
示，要转化新的购彩客户，留住老客户，
就要引导购彩者理性购彩，
“让购彩者把
购彩当成一种细水长流的习惯，以娱乐
和为公益事业做贡献为目的”。
北京海淀区体彩网点销售员方晨认
为，彩票具有娱乐性，买彩票不是坏事，
长期有节制地买彩票还会增加生活乐
趣，
但是任何事都需要量力而行。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代
销者也因此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彩
票代销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抵制互联网售
彩、不向未成年人售彩、主动引导购彩者
防沉迷等，都是履行彩票社会责任的具
体体现。同时，中国体育彩票提出“建
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
公益彩票”的发展目标，也包含了对代销
者权益的保护。 戴新

河南体彩
“顶呱刮”
上周万元以上大奖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
大奖共 8 个，
其中：
1 万元~5 万元：
8 个。
目前热销票种：
“ 运”
（面值 20 元）、
贺 新 年（面 值 20 元）、金 孔 雀（面 值 20
元）、数字密码（面值 10 元）、翻倍赢（面
值 10 元）。
体彩“顶呱刮”
，刮出精彩生活！
河体

“体彩顶呱刮，
欢乐抽大奖”
火爆进行中
周口购彩者喜中 5 部苹果平板
电脑
万众瞩目的“体彩顶呱刮，
欢乐抽大
奖”活动自 3 月 11 日一开始便受到万千
购彩者热情追捧。该活动规定，购彩者
于 3 月 11 日~24 日期间在我省任一体彩
销 售 网 点 购 买 体 彩 顶 呱 刮 20 元 面 值
“运”
“ 金孔雀”
“ 贺新年”以及 10 元面值
“翻倍赢”
“数字密码”主题即开票，若单
张彩票刮中 50 元及以上奖级，并经兑奖
设备完成正常兑奖，即可参与抽奖。奖
品（苹果平板电脑）全省共设 140 份，每
期抽奖 10 份。周口购彩者更是好运不
断，惊喜连连。截至 20 日，已先后抽中 5
部幸运大奖。河体

今年体彩已为我省筹集
4.56 亿元公益金

大乐透开奖号码近期走势图

上周，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销售
约 2.25 亿元，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会
筹集公益金约 0.66 亿元,其中的一半约
0.33 亿元用于支持我省以人民为中心的
体育事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另一半
上交中央用于全国公益事业。其中，上
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 60%用于补充全国
社保基金，
约 0.19 亿元。
2019 年，河南省已销售体育彩票总
量约 39.27 亿元，
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
会筹集公益金约 9.13 亿元，其中用于我
省和上交中央的体彩公益金各约 4.56 亿
元。其中，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 60%
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
约 2.74 亿元。
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保
基金、建设遍布城乡的健身路径及开展
社会体育活动来支持全民健身和群众体
育、
扶贫、
教育助学、
城乡医疗救助、
农村
养老服务、奥运争光等，可以说，无论您
是否购买体育彩票，
都将从中受益！
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