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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58203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9021期中奖号码
5 11 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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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358元，中奖
总金额为183108元。

中奖注数
1 注

361 注
6984 注

369 注
279 注

14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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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426元。

中奖注数
401注
314注

0注

中奖号码：0 8 8

0 元
95826 元

2750 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1900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3 注

209 注
530 注

7153 注
10847 注
8844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5 注
8 注

238 注
306 注

2495 注

01 03 10 11 16 18 26 22

“排列3”第19021期中奖号码

6 6 2
“排列5”第19021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09期中奖号码

前区03 09 15 18 26后区06 12

6 6 2 4 5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9022期预测

比较看好 1、4、6 有号，重
点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1468——023579，后 者 六 码 包
含三个奖号的可能性较小。

跨度参考3、4、5、6、7、8，和
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 定 位 组 选 试 荐 ：056、
067、126、128、136、138、145、
147、156、158、167、178、236、

238、245、247、249、256、258、
267、336、346、347、348、349、
356、358。

双色球第19010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7、08、
10、11、16、17、19、20、24、27、30、
31。

蓝色球试荐：01、06、11、
15、16。

七星彩第19010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3、6，奇偶
比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3∶
4，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3、
4，二位1、6，三位1、5，四位3、8，
五位2、6，六位1、5，七位3、7。

22选5第1902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13、
18，可杀号01、09；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三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05、06、
08、10、12、13、14、15、17、18、20。

大乐透第19010期预测

推荐“9+3”：05、08、13、14、
18、21、25、27、32+03、08、11。

排列3第19022期预测

百位：3、4、9。十位：2、4、
5。个位：0、2、5。 夏加其

潢川购彩者喜获七星彩500万元
中奖彩票为一张2元单式票

1月 19日，体彩大乐透
第 19008 期前区开出号码
03、08、17、20、24；后区开出
号码06、11。当期全国共销
售2.35亿元，为社会筹集彩
票公益金8473万元。

大乐透头奖再现井喷行
情！当期一等奖开出15注。
其中，4 注为 1018 万元（含
381万余元追加奖金）追加投
注头奖，分落云南（3注）、山
西；11注为636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分落河南（10注）、河
北。

数据显示，河南中出的
10注636万元头奖全部出自

三门峡12020050101网点，
中奖彩票为一张10倍投、20
元投入的单式倍投票，单票
擒奖6366万元。

云南中出的3注1018万
元头奖分落昆明的3家网点；
山西中出的 1018万元头奖
出自晋城，中奖彩票为一张
5+4复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1117万元；河北中出的636
万元头奖出自唐山。

奖池方面，1月 21日晚
大乐透第19009期开奖结束
后 ，71.21 亿 元 滚 存 至 第
19010期。 河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在彩市中，中大奖从来
都不是以投注数量多而取
胜，仅仅2元的一张彩票，一
样能创造出惊喜大奖。1月
18日晚，七星彩第19008期
开奖，当期全国中出1注一
等奖，奖金500万元。幸运
的是，这唯一一注头奖被河
南信阳彩民擒获，中奖彩票

正是出自一张2元的彩票。
创造出大奖奇迹的购

彩者是来自信阳潢川的杨
先生，中奖彩票出自信阳潢
川县沿河路桥西 50 米的
4115260001101 号体彩网
点。1月21日上午，大奖得
主杨先生来到河南省体彩
中心领取了这注七星彩一
等奖。

据了解，杨先生从事着
绿化方面的生意，虽然平常
工作比较忙，但性格开朗的
他也乐于帮助身边的亲戚
朋友。三年前，偶然的一次
机会了解到体育彩票的公
益属性，杨先生开始购买体
育彩票，希望为公益事业尽
点绵薄之力。

“说实话，到现在我都
不知道彩票的规则，更别提
技巧和经验了。”据杨先生
介绍，他买彩票没有特定的

时间、特定的地点，但只要
碰到体彩网点都会进去买
一点，每次都是让销售员机
选5元钱——1注七星彩和
1注追加大乐透。

开奖都两天了，杨先生
掏兜儿发现之前买的七星
彩彩票，就顺手拿出手机对
一下，刚看到前两位号码就
对上了，以为自己中了5元
钱，接着往后看，没想到后
面全对上了！“当时内心确
实很激动，不过后来慢慢平
复了心情。”

说到这笔奖金的用途，
杨先生表示会用于扩大他
的生意，以后会继续支持体
育彩票。随着公益体彩品
牌形象的深入人心，越来越
多的人们积极参与公益事
业。购买公益体彩奉献爱
心，也为生活增添许多意外
惊喜。

中奖彩票 省体彩中心供图

竞彩周二强档推荐

韩国队整体占优
卡塔尔队势头更盛

本周二，竞彩共开售18场赛事，亚洲杯方面有两场比赛入选。韩国队小组赛
最后一战2∶0完胜中国队，取得了跨三届亚洲杯小组赛7连胜，并且最近两届亚洲
杯6场小组赛未丢1球。从小组赛的表现来看，巴林队有些遇弱不强同时也遇强不
弱，此战韩国队估计不会轻松。

实力占优
韩国队不惧对手

韩国队小组赛最后一
战2∶0完胜中国队，取得了
跨三届亚洲杯小组赛 7连
胜，并且最近两届亚洲杯6
场小组赛未丢1球。前两轮
小组赛1平1负的巴林队小
组赛最后一战凭借着中场
拉希德补时阶段的点球破
门绝杀印度，最终力压对手
获得A组第三并在六个小
组第三的比拼中排名第一，
在6次亚洲杯正赛参赛历史
中第二次获得小组出线资
格，他们也是两支获得淘汰
赛名额的第四档球队之一
（另一队是B组冠军约旦）。

从小组赛的表现来看，
巴林队有些遇弱不强同时
也遇强不弱，若单论身体和
技术，他们并不弱于韩国

人，只是整体技战术方面存
在差距，韩国队如果想赢得
比赛估计不会轻松。

斗志昂扬
卡塔尔队全力以赴

卡塔尔队小组赛阶段
三战三胜并且一球未失，最
终力压种子队沙特获得E
组冠军，而这也是他们10次
亚洲杯正赛参赛经历中所
取得的最佳小组赛战绩。3
场比赛10个进球也让卡塔
尔队成为小组赛阶段进球
最多的队伍。

伊拉克队小组赛阶段2
胜1平尾随伊朗队出线，延
续了球队最近8届亚洲杯必
进淘汰赛的传统，虽然征战
亚洲杯淘汰赛的历史成绩
要优于卡塔尔，但他们近年
来对阵卡塔尔的过往战绩

处于下风，目前的势头也不
及对手。

主场作战
摩纳哥胜券在握

上周末联赛，摩纳哥主
场1∶5惨败于斯特拉斯堡，
遭遇各项赛事近5轮首败。

梅斯上轮联赛主场1∶2
爆冷负于克莱蒙特，各项赛
事4连胜被终结，这也是梅
斯近10战的首场败仗，替补
后卫瑟里莫维奇转会至利
马索尔。

摩纳哥上次比赛溃败
有一定的偶然性，其近段总
体表现要好于冬歇期之前，
只不过联赛形势险恶而且
已杀入联赛杯四强，本场他
们战斗力存在问题，但好在
主场作战，摩纳哥取胜应
该不是问题。 河体

三门峡购彩者
豪取大乐透636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