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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56期开奖公告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投注方式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直选 19563注 1040元 2034552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0元
组选6 39388注 173元 6814124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7 3 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56期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113注 100000元 11300000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7 3 2 8 2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022562元。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1266850元。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68期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0注 --- 0元
二等奖 2注 221592元 443184元
三等奖 6注 3000元 18000元
四等奖 808注 500元 404000元
五等奖 12948注 30元 388440元
六等奖 398407注 5元 1992035元
合计 412171注 --- 3245659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8 8 4 8 5 1 + 14

175711088.8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未来几天雷雨频频“打卡”

体彩超级大乐透今日开奖
截至第21067期
奖池余额为

558289398.40元

体彩党员用热血守护生命

受高空冷涡影响，预计16日夜间
开始至23日，我省多雷雨天气，吉林、
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过程累计降
水量为30～5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
70～90毫米，其他地区累计降水量为
15～30毫米。降雨过程分为两个阶
段：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16日夜间-18
日，吉林大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
白山保护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
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降雨同时伴
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9-
23日，全省多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
雨，中东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专家提醒，未来一周我省降雨量
偏多且雷雨频繁，一是各地注意防御
雷电、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
局地气象灾害；二是中东部要注意防
御由短时强降水造成的城市或低洼农
田内涝等灾害；三是东南部山区要加
强中小河流域洪水、山洪、泥石流、滑
坡等灾害的防御。四是各地需加强交
通安全管理，避免因道路湿滑出现交
通事故。

温馨提示：
雨水频频“上线”，开车出行安全

贴士要记牢！
1、暴雨天气一定要把自动启停功

能关掉。在雨水比较大、雨量比较多的
路段，车子容易熄火，而车子自身自动
启停的话，很容易损坏发动机，因此暴
雨天气请务必把自动启停功能关掉。

2、暴雨天气能见度比较差，开车
出行要记得开启雾灯和示廓灯。此
外，能见度低的时候大家不要开双闪，
以免引起其他车辆的误判。

3、暴雨天气请及时清理车窗上的
雾气。因为车子内外温差大，暴雨天
气车窗容易起雾，建议大家开启冷风
吹前后风挡玻璃，尽量避免在行车过
程中擦拭车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
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20年献血20次

“希望这些血液能流到有需
要的人身体里。”在淄博市爱心
献血屋，山东省体彩中心淄博分
中心工作人员郭林，一边献血一
边微笑着说。

从 2001 年开始，还在上大
学的郭林就开始无偿献血，目前
已献血20次。一个健康成年人
的体内血液总量大约 4000-
5000毫升，而郭林20年来的累
积献血量已高达 7800 毫升。
2016 年 12 月，郭林荣获 2014-
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铜奖。目前，他已提报 2018-
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银奖。按照奖项获奖标准，郭林
再献血200毫升，就可以获得金

奖。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体彩

人，一次无偿献血就能拯救别人
的生命，何乐而不为？”2013年，
郭林看到关于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的宣传，在了解造
血干细胞对于白血病患者的重
要性后，他捐献了检测血样，而
后他的HLA分型相关资料汇入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如果有病人配型成功，郭林随时
准备捐献骨髓。

多年来郭林一直身体力行
为公益事业做贡献，“学雷锋
日”、公益植树、慰问老人和儿童
等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他说：“既然从事体彩工作是一
项公益事业，那么就要尽自己所
能去帮助他人”

郭林表示，希望在建党100
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再预约一
次献血，为党的生日献礼，“作为

一名体系系统的党员，我希望能
为社会多贡献一点自己的力
量。”

献血名额很抢手

今年3月，江苏省南京市无
偿献血领导小组及市委市级机
关工委发出“弘扬雷锋精神，献
礼建党百年”无偿献血活动倡议
后，南京体彩中心员工积极响
应。

孙寅作为参与无偿献血的
党员，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踏上献血车打头阵。他说：“能
获得本次名额，感觉很幸运，作
为党员，作为体彩人，尽自己的
力量帮助他人，是一件极有成就
感的事情。”

谈及参与献血的初衷，孙寅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曾经是江
苏队的一名足球运动员，在比赛
中肩膀受伤，手术时急需血液，

“那时候我第一次知道血液的珍
贵，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

从 2008 年开始，孙寅参与
无偿献血，至今已累计献血约
3500 毫升。第一次献血的经
历，孙寅记忆犹新，“当时大学刚
毕业，面对汶川地震，觉得应该
为国家做点什么。偶然一天看
到街上的献血车，就毫不犹豫走
进去，希望自己献出的400毫升
血液能帮助到需要的人。”

虽然热衷公益，但孙寅也有
小烦恼，“在我们南京体彩中心，
只要有公益活动，大家都踊跃报
名参加，献血活动的名额更加抢
手，有一年献血活动中，我就没
抢到名额，最后只能自己前往爱
心献血车参与。”

传播体彩公益理念

填表登记、测量血压、采血
化验、静脉抽血……经过采血工

作人员的认真筛查，福建体彩中
心泉州分中心体彩党员黄康生
献出300毫升血液，用实际行动
为社会奉献爱心。

献血现场，黄康生淡定自
若，他微笑着说：“虽然有点疼，
但这点疼和救人一命相比，不
值一提，我觉得献血非常好，对
于健康人来说，献血可以促进
血液再生，我希望让大家了解
无偿献血的意义，也了解体彩
的公益理念。”黄康生参与过 7
次无偿献血，他表示：“今后我
会一如既往践行党员承诺，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继续支持和
参与无偿献血。”

在一次次血液交换中，生命
得以延续，在一次次爱心奉献
中，希望得以传递。体彩人将继
续以无偿献血作为传递真情的
红色纽带，给家庭以希望，给生
命以未来。 /石涛

由中国体育彩票助力的吉
林省2021年“奔跑吧·少年”儿童
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两次登上
了CCTV，一次是CCTV-12，一
次是CCTV-5。这项活动吸引
了众多热爱运动的青少年参与，
也引发了众多的关注。6月1日
上午，由中国体育彩票助力的吉
林省2021年“奔跑吧·少年”儿童
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启动仪式
在吉林市体育局训练基地举行，
来自吉林市500名儿童青少年分

别对足球、篮球、跆拳道、自行
车、健美操、轮滑冰球、陆地冰
壶、滑雪模拟机等运动进行展
示。该活动还将围绕儿童青少
年主题健身活动开展短道速滑、
速度滑冰、冰球、越野滑雪、高山
滑雪、单板滑雪等系列冰雪运动
竞赛。本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
活动的开展吸引和鼓励更多儿
童青少年参与健身运动，并通过
活动的开展，全面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

炼 意 志 。 少 年 强 ，则 国 强 。
2021年“奔跑吧·少年”正是这
一诉求的真正体现。6月10日
该活动登上了CCTV-12，6月
14日活动在CCTV-5的“北京
2022”节目中播出。体彩公益
金始终助力青少年体育事业发
展，截至2021年5月31日，中国体
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5881亿
元。体彩公益金用于助力体育
事业和服务社会民生的方方面
面，体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公益

彩票的责任与担当。多年来，在
吉林省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各
类青少年体育赛事遍地开花；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走进
省内近百所体育器材匮乏的中
小学，为孩子送去来自体彩的礼
物；彩票公益金中专项资金用于
推广青少年运动、校园特色体育
项目；让更多青少年参与体育运
动。在2021年，从冬季的“百万
青少年上冰雪”到如今夏季的

“奔跑吧 少年”，各类青少年体育

项目、活动的开展使我省儿童青
少年健身活动走进学校、进入家
庭、贯通社区，形成社会广泛参
与的社会氛围。让全省广大儿
童青少年动起来，跑起来，培养
终身锻炼的良好习惯相信有了
体彩公益金的支持，每个热爱运
动的少年，都可以实现梦想，筑
就“体育强国”梦。

/陈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两次登上CCTV！体彩助力的我省“奔跑吧·少年”活动引关注

雨夜越野车失控两次撞上护栏
高速民警现场及时排除隐患

6月10日19时许，省高速公路公
安延吉分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
延长高速142公里+700米处，有一辆
小型越野车与护栏两次相撞，并且车
停在超车道上，无法移动，情况十分危
险，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同时与距离较
近的松江工区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让
其马上到现场进行安全防护，防止引
起二次事故。

抵达现场后，民警了解到由于延
长高速全天普降中到大雨，路面湿滑，
加之夜间视线受到影响，驾驶人操作
不当引发了事故，幸运的是仅仅是车
辆受损，驾乘人员并无大碍。

经勘查，民警看到该车左前车轮
严重变形，并且正好卡在护板与地面

的空隙中，根本无法自行移动，只好通
过清障车将其拖出，再使用四轮架，将
无法控制方向的车轮固定好后，民警
与路政人员将车推正，再通过清障车
将该车顺利牵引到清障车上，自此彻

底解除事故隐患。
民警根据现场证据，对本次事故

作出认定，因驾驶人王先生未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
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
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引发道路交通事
故，民警依法认定其负道路交通事故
全部责任。

高速公安提示：当您在高速公路
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特别是夜间视线受阻，一旦出现紧急
情况，急踩刹车或急打方向，极容易造
成车辆失控，甚至导致事故发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警方供图

6月14日是第18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献血，让世界继续跳动！”在无偿献血的大军中，一直活跃着体彩人的身影，他们每一次伸出手
臂，都在传递生命的希望。奉献热血的体彩人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带头做表率，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彰显人间大爱，用滴滴热血汇成“爱的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