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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22

每注金额
1682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9015期中奖号码
3 8 13 14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03908元，中奖
总金额为187823元。

中奖注数
4注

352注
5991注

197注
283注

17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66820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0003042元。

红色球

15
蓝色球

06 10 14 15 19 23

第201900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306482元
131050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9注
198注

1318注
66723注

1323262注
6508642注

1注
2注

55注
2140注

50565注
26716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15期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16262元。

中奖注数
358注

0注
952注

中奖号码：230
“排列3”第19015期中奖号码

4 2 4
“排列5”第19015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07期中奖号码

2 8 4 0 6 8 9

4 2 4 7 2

七星彩第19008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4、5，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3∶4，
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0、5，二
位3、7，三位2、3，四位0、4，五位1、
6，六位4、7，七位2、4。

22选5第1901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

比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7、
10、16，可杀号01、11；本期可能
出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
注二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
04、05、07、08、09、10、12、14、
16、17、21。

排列3第19016期预测

百位：1、5、6。十位：2、3、
9。个位：3、4、5。 夏加其

专家荐号

福彩刮刮乐送好运

新乡彩民“刮”出百万大奖
1月10日上午，位于新

乡市宏力大道的41070090
投注站前锣鼓喧天，非常热
闹，新乡市福彩中心为该投
注站授牌贺彩，原来是彩民
张先生在该投注站喜中刮
刮乐“369”一等奖，奖金100
万元。这也是2019年新乡
市福彩刮刮乐爆出的第一
个大奖，喜迎开门红。

据了解，中奖者张先生
购买福利彩票十余年了，是

位资深彩民，平时喜欢买双
色球和刮刮乐，尤其爱买10
元和20元的刮刮乐。

1月6日下午4时许，他
路过该投注站时，看到2019
年有新品种的刮刮乐彩票，
便买了一本 20 元面值的

“369”试试运气，谁知道刮
到票值上显示的大奖数值

“17”时，自己都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了，立刻找投注站
业主吕国红确认，核实后吕

国红激动地说：“恭喜你中
奖了，而且是中了一等奖
100万。”

中大奖后，张先生直言
太幸运了，虽然自己平时也
是小奖不断，可今天这个奖
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将会给
自己带来一年的好运气，张
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购买
福利彩票，一边做公益献爱
心，一边还能收获好运。

豫福

1月13日晚，双色球第
19006期开出头奖32注，单
注奖金551万元，其中云南
彩民收获25注。

1月14日下午4时，云
南省福彩中心一片忙碌，大
奖得主刘先生现身兑奖，25
注头奖均由他一人独中，揽
总奖金1.37亿元。据悉，大
奖出自云南普洱市澜沧县
南岭乡 53082849 投注站，
采用单式2注25倍投注，投
注额 100 元，最终命中巨
奖。这是2019年中国彩市
首个亿元巨奖，也是双色球
历史上第30个亿元巨奖。

“当福彩中心把兑奖支
票发到我手中时，我才确信
自己真的中了大奖。”尽管
戴着面具，巨奖得主刘先生
激动的心情依然未平复，他
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云南

彩民中了双色球亿元大奖
消息，“当时想着我昨天也
买了，就赶紧拿出彩票核对
了一下，发现一等奖号码跟
我的一模一样，于是我又反
复核对了好几遍，确定后我
当即赶来兑奖”。

刘先生的火速到来让
福彩中心的兑奖工作人员
也吃了一惊。“昨晚开奖后
得知我们云南福彩中了25
注双色球一等奖，我们便开
始准备兑奖事宜，今早还特
意去做了一个大的兑奖支
票牌，没想到支票牌还没送
来，刘先生就到了。”福彩工
作人员笑言。

据了解，刘先生是个资
深的双色球彩民，购买彩票
已经10多年。由于工作关
系，刘先生买彩票的时间并
不多，只有在工作不忙的时

候研究研究，选号后就买一
点。刘先生坦言，这次中奖
的号码是他和朋友精心挑
选的。“朋友选了几个号，然
后加上我喜欢的几个幸运
数字，组成了这一注号码，
意外收获了这么大的奖。”

临近春节，双色球亿元
大奖也开启了频出模式，历
数双色球30次亿元巨奖当
中，有7次是在春节前后开
出的。值得一提的是，在5
年前的同一期，也就是2014
年的第 14006 期双色球开
奖中，也同样爆出过亿元巨
奖，当时来自江西的彩民1
人独揽2.01亿元；同样的剧
本在3年前再次上演，2016
年的1月12日，当期双色球
开出2.64亿元巨奖，被广西
彩民领走。

中彩

1.37亿，幸运彩民现身领奖
云南彩民收获双色球历史上第30个亿元巨奖

1 月 14 日，大乐透第
19006期开出3注头奖，分
落福建、广东。本期开奖结
束后，奖池金额小幅回落，
目前为71.79亿元。本期全
国共销售2.11亿元，为社会
筹集公益金7616万元。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2
注头奖，其中1注追加头奖
出自肇庆，中奖彩票是一张
追加单式票，投注金额9元，
其中1注命中1422万元头
奖。另1注基本头奖出自广
州，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2

胆15拖，后区2拖的胆拖复
式票，该票除中得1注头奖
以外，还中得三等奖36注、
四等奖198注和若干小奖，
单票中奖金额达到 898 万
元。福建中出的1注基本头
奖，出自泉州，中奖彩票是
一张单式票，投注金额6元，
其中1注命中888万头奖。

开奖号码方面，本期前
区开出号码“14、17、19、25、
30”，后区开出号码“04、
08”。前区大小比3∶2，奇偶
比3∶2。1号段开出3个号

码，2号段和3号段各开出1
个号码，0号段轮空。前区
号码“25”在遗漏29期后终
于出现，是本期奖号中最冷
的一个；号码“17”是隔期出
号；“14、30”最近曾在第
18154期，携手开出。后区
开出“04、08”一小一大的双
偶数组合。

开奖结束后，奖池金额
小幅回落。目前奖池金额
为71.79亿元，下期购彩者
仍可2元中1000万，3元中
1600万。 河体

大乐透上期开出3注头奖
奖池金额小幅回落，目前为71.79亿

河南体彩上周（1月7日
至1月13日）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大奖共4个，其中1
万元~5万元：4个。

目前热销票种：贺新年

（面值20元）、金猪纳财（面
值10元）、金猪贺岁（面值
10元）。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惊喜不断，2019年福彩
双色球火爆开场，数据显
示，仅前5期，全国共开出头
奖47注，其中河南彩民收获
7注。

1月 3日晚，双色球第
2019002期开出头奖9注，
其中河南商丘41140128投
注站中出双色球一等奖 5
注，采用单式2注5倍投注，
投注金额 20元，奖金高达
3636万元。

1月8日晚，福彩票双色
球第2019004期开出头奖8
注，其中河南彩民收获1注，
出自驻马店41780590投注
站，投注方式为单式5注，投

注金额 10元，中奖奖金为
742万元。

1月10日晚，双色球第
2019005期开出头奖11注，
其中河南焦作新振兴路水
厂对面的41088510投注站
中出1注，投注方式为单式
投注，投注金额2元，收获奖
金613万元。据悉，该注大
奖为焦作幸运彩民机选所
得，领奖现场自愿向河南慈
善总会捐款10万元，以此帮
扶困难人群。

好运开启，精彩继续，
共同期待下一个双色球大
奖的开出。

豫福

河南彩民
5期收获7注双色球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