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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冠军张梦雪亲临现场 见证体彩透明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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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彩票的开奖活动，张梦雪可
是头一次。当天上午，张梦雪便
早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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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导公益，
带着小小的彩票，带着对体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彩全透明开奖的期待，张梦雪于
受国家体彩中心邀请，张梦 晚上 7 点来到了开奖现场。当天
雪参与了此次体彩开奖活动，作 位于丰台体育中心的体彩接待
为全新“相约体彩”节目的嘉宾， 大厅热闹非凡，张梦雪在工作人
与她一起受邀前来的还有黑龙 员的讲解下了解了体彩发展历
江观摩团的朋友们。现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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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奖前严谨的准备流程。

流程严谨，见证体彩公信力

透明开奖，
奥运明星谈体彩公信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 7 点
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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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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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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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保险快讯

泰康人寿十九届客服节交响音乐会——郑州站圆满落幕
为答谢新老客户对河
南泰康长久以来的支持与
厚爱，在泰康人寿第十九届
客户服务节开展之际，应十
城联动交响音乐会主题活动
的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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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地市的 1000 余
位贵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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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共舞等世界名曲在乐团
交响音乐会伊始，泰康 大气而不失细腻的演奏风
人寿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甄 格下，获得现场观众的一致
洪流表示，在这样一个感恩 好评与喜爱 。 一首口哨版
的季节，河南泰康特别举办 的波基上校进行曲将演出
专场交响音乐会回馈活动， 推向高潮，曲目演奏完毕后
与在座的贵宾客户们共同 现场观众回馈以乐团指挥
享受一场舒适、典雅的音乐 及所有演奏者热烈的、经久
盛宴。
不绝的掌声，至此本次专场
土耳其进行曲、阿甘正 “泰康嘉年华·乐享音乐荟”
传、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与 活动圆满结束。②

全民瓜分 9200 颗钻石 “平安 920”再掀金融生活消费狂潮
继年初推出“平安 108
财神节”活动之后，中国平
安 举 AI 科 技 之 力 ，集 一 站
式综合金融服务，于 9 月 9
日推出今年第二次波段式
营 销 活 动 ——“ 平 安 920”
金融生活消费节。
此次“平安 920”金融生
活消费节以“以 AI 之名，为
你放价”为主题，与以往不
同的是，中国平安在“平安
920”金融生活消费节期间，

特别加入了平安 AI 科技元
素及多个金融产品的 AI 应
用功能，以 9 大 AI 游戏贯穿
整 个 活 动 ，更 有 AI 公 益 活
动与支教风采互动，增强客
户消费场景式体验的同时
助力乡村教育扶贫。同时，
客户还将有机会赢取总价
值过亿的 9200 颗钻石及金
币奖励。
中国平安集团联席
CEO 李源祥表示，推出“平

安 920”活 动 ，是 基 于 平 安
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
力，以综合金融产品服务为
核心，科技的创新运用为手
段，积极满足消费者全面的
金融生活需求之举。
中国平安表示，未来将
集中平安综合金融优势，进
一步推出更多优惠的金融
及生活产品，提升综合金融
消费体验，积极打造金融行
业产品消费节。 ②

中国平安
“三村工程·村医项目”
落地河南汝阳县

9 月 8 日，2019 年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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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阳县副县长刘京章表示，
2019 是汝阳精准扶贫脱贫摘帽的
关键之年，
中国平安
“三村工程·村
医项目”，为 78 个贫困村卫生室捐
赠自助体检一体机，
为1000多贫困
村民进行免费体检，
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公益的真谛，
为汝阳县顺利脱

贫摘帽奠定良好基础。他代表县人
民政府对这次健康帮扶和援助行动
表示真诚感谢。
现场，
平安养老险河南分公司
副总经理吕培代表中国平安
“三村
工程”
为汝阳县贫困村卫生室捐赠
78 台智慧医疗设备并授牌“平安
智慧村卫生室”，移动检测车下乡
体检义诊活动 10 场，合计总价值
约 150 万元，这标志着“三村工程”
健康扶贫在河南汝阳县首站正式
落地。②

丰富员工生活 平安产险洛阳中支举办中秋茶话会活动
为丰富员工生活，
营造更好的
工作氛围，在中秋节来临之际，平
安产险洛阳中支举办了“喜迎中
秋，
欢乐茶话会”
活动。
为保证活动有序开展，
平安产
险洛阳中支综合管理部提前为本
次活动准备了蛋糕、饮料、水果、小
零食等食物，
同时制作条幅烘托现
场氛围。
活动开始后，
各部门员工积极
参与。活动首先由相关负责人杨文
胜作开场白，
他表示希望在中秋节喜
气洋洋的气氛中，
大家能感受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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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坚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与
此同时，
还希望大家能更加一心一意
积极参与到公司的各项管理活动与
工作中，
为公司的壮大和发展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同时对未能参加活动
的还坚守在工作一线的员工表示了
慰问和关心。
活动期间各部门员工一边品
尝美食一边讨论工作和生活中的
相关问题，
并向杨文胜及公司各级
领导表示了感谢，
纷纷表示要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公司的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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