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0日，财政部
公布了 2018 年彩票公
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
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
用情况。2018年全国发
行销售彩票5114.7173
亿元，共筹集彩票公益金
1338.7498亿元。

在财政部发布的这
个最新公告中，我们注意
到，如同往年，全国社保
基金在 2018 年的彩票
公益金分配使用中依然
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
彩票公益金与社保基金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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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彩票营

(第19246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01 05 07 10 12 30 13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0
三等奖 4 1819
好彩2 606 29
好彩3 1149 203

南粤风采36选7

(第19106期)
红球号码 蓝球号码
02 14 22 27 30 33 14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3 1000万
二等奖 65 385201
三等奖 880 3000
奖池累计金额799590658元

双色球

中奖号码 13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6251 46
鼠 376 15
夏 139 5
东 13 5

南粤风采“好彩1”

(第19246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4 2 7
排列５ 4 2 7 5 0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6687 1040
组选6 20658 173
排列5 61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以上仅供参考，结果以
投注站公告为准。）

中奖号码
8 7 3 4 3 5 6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16 21847
三等奖 78 1800

体彩7星彩(第19106期)

市体彩中心电话 ２６１３３５０

（开奖时间9月10日）

358.45亿元
彩票公益金已经成为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的重要资金来源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
公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
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50:
50的比例分配，中央集中彩
票公益金在社保基金会、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
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
60%、30%、5%和5%的比例
分配。经全国人大审议批
准，2018年中央财政安排彩
票公益金支出 586.5392 亿
元，其中分配给社保基金会
358.45 亿元。彩票公益金

已经成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的重要资金来源。支持、补
充、保障全国社保基金这个

“大粮仓”。

3010.14亿元
彩票公益金累计补充社保基
金占财政拨款比例32.89%

从2001年起，以中国体
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
分的彩票公益金就成为社保
基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金来
源。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会年报，2018年财政性拨入
全国社保基金资金 573.77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拨
款 200 亿元，彩票公益金

358.45亿元，彩票公益金占
比62.47%，在财政性拨款中
占据大头。

截至2018年年底，在中
央财政净拨入社保基金的资
金和股份中，彩票公益金累
计达到3010.14亿元，占财
政净拨入额的32.89%，成为
社保基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彩票公益金持续为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可
以说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
密切相关，是事关国家发展
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的
重大民生工程。社保基金和
彩票公益金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

（中体）

让数字告诉你：

彩票公益金与社保基金有啥关系？

9月9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05期开奖，前区开出号
码“01、04、09、14、17”，后
区开出号码“01、06”。本期
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87期
开奖，通过2.76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
益金9964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2注头
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2
注头奖分落北京、河北。

数据显示，北京中出的1
注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出自丰台区，中奖彩票是一
张“8+2”复式投注票，投注
金额112元，在中得1注一等

奖之余，还中得 15注四等
奖、30注六等奖和10注八等
奖，单票擒奖1005万元。

河北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保定市，
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号码单
式票，投注金额10元，其中
1注中得奖金1000万元。

二等奖中出151注，单
注奖金28.62万元。其中34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22.89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51.52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28.49亿元滚存至周三
开奖的第19106期。（中体）

大乐透开出2注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9964万元

大乐透19105期开出：
01、04、09、14、17-01、06。

0字头：适当关注“03、
06”。继续关注首位号开“0
路码”。

1 字 头 ：重 点 关 注
“15”。“15”与上期“17”、
19104期“19”形成斜三连。
另外，适当关注“10、11、13、
17、18”。“11”与上期“09”、
19104期“07”形成斜三连；

“13”与 19102 期“15”、
19098期“17”形成斜三连。

2 字 头 ：重 点 关 注
“25”。“25”与 19104 期
“22”、19102期“19”形成斜
三连。另外，适当关注“20、
23”。“23”与19103期“22”、
19100期“21”形成斜三连。

3字头：适当关注“30”。
19106期号码参考：
前区：03、06、10、11、

13、15、17、18、20、23、25、
30；

后区：08、09、10、11。
（阿正）

茂名市购彩者孙先生
（化名），投注大乐透喜欢
采用守号方式，从2009年
起一直固守至今，有追加投
注后进行追加守号。不久
前，这两注已固守十载的大
乐透号码，终于中出了
1800万元的追加一等奖。

8月28日晚，体彩超
级大乐透第 19100 期开
奖，号码是“05、08、12、
19、21- 06、11”，基本一
等奖全国中出13注，每注
奖金1000万元，其中8注
进行了追加，追加后一等
奖奖金每注高达1800万
元，其中一注大奖得主就
是孙先生。

经过近十天的平静等
待，孙先生携同妻子一起，
开心地来到茂名市体彩中
心兑领了这大乐透1800
万大奖。

孙先生是体彩一位铁
杆彩民，2007年体彩大乐
透全国刚上市时他就开始
尝鲜，没想到第一次买就
中了1注四等奖，这激起
了他对这种玩法的极大兴
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期
期不落购买。为提高中奖

率，他会每日上一些彩票网
站查看走势，做足功课，认真
钻研。但遗憾的是，两年过
去了，投入和产出并不成比
例。他每期绞尽脑汁，辛苦
研究走势进行投注的大乐透
号码中奖不多。

于是，从2009年起，孙
先生开始改变大乐透投注
策略，根据一些幸运数字，
组合成两注单式号码：05、

08、12、19、21- 06、11 和
04、06、11、16、25-06、11，
进行守号。尽管十年来这
两注号码没中过万元以上
的大奖，但无论是从中奖金
额和中奖频次来看，它们都
好过之前的投注方法，最关
键的是孙先生从中解脱出
来，每期只需叫销售员“照
打”就行了，心态轻松平静。

（粤体）

茂名购彩者守号十载

终中大乐透1800万元大奖
大乐透19106期：

关注
“15、25”

(第19246期)
中奖号码：6 1 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11669 1040
组选6 37484 173

福彩3D

广东福彩网址www.gdfc.org.cn

市福彩中心电话2273288 2278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