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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4

每注金额
11102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9028期中奖号码
3 5 8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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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366元，中奖
总金额为210305元。

中奖注数
5 注

511 注
7240 注

403 注
354 注

20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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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556元。

中奖注数
404注

0注
1093注

中奖号码：7 4 1

706135 元
12609 元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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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 注
16 注

198 注
1070 注
6511 注

18491 注
72809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2 注
7 注

47 注
225 注
637 注

2567 注

03 04 15 21 24 25 29 09

“排列3”第19028期中奖号码

5 0 1
“排列5”第19028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12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09 17 18 19后区07 10

5 0 1 3 2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9029期预测

比较看好1、3、4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348——
025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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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045、
047、126、128、129、136、138、

145、146、147、148、149、156、
158、167、168、169、238、239、
247、249、347、348、349、358。

双色球第1901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10、11、13、
14、16、20、21、23、24、28、31、32。

蓝色球试荐：04、07、09、10、
11。

七星彩第1901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5、8，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3，
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2、5，
二位4、8，三位1、7，四位5、9，五
位3、5，六位4、8，七位0、5。

22选5第19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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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8，可杀号01、09；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四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 05 06
08 11 14 15 16 17 18 20 22。

大乐透第19013期预测

推荐“9+3”：06、07、13、15、
20、23、29、31、34+01 05 09。

排列3第19029期预测

百位：1、4、8。十位：0、3、
7。个位：2、6、7。 夏加其

体彩大乐透6366万元得主现身
“幸运车位”带来幸运，领奖后希望回报社会

时间过去了一周后，就
在大家还在猜想巨奖到底
花落谁家的时候，1月28日
上午，这位幸运儿终于现身
河南省体彩中心，低调领取
了千万巨奖。在兑奖室里，
记者见到了巨奖得主董先
生。

据董先生介绍，1月19
日当天，他去三门峡体育局
附近办事，停车时没有找到
停车位，最后幸运地在一家
体彩网点门口找到了一个

停车位。“停好车之后，我临
时起意想去买注彩票，于是
让销售员给我机选一注，看
了看号码，觉得不太满意，
就让销售员重新机选，结果
号码还是不如人意，销售员
索性直接打出来5注号码让
我从中间选。”最终，董先生
选出来“03、08、17、20、24+
06、11”这一组号码，让销售
员打了一张10倍的票给他。

开奖第二天，董先生
去银行存钱，掏钱的时候，
前一天买的大乐透彩票掉
了出来，“存完钱坐回车里，
我就拿手机查询开奖号码，

这么一对，当时就震惊了，
我马上给后座的媳妇说中
奖了，她还开玩笑说：‘中啥
奖了，再来一瓶吗？’”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董先生平常比较关注社会
公益活动，也是了解到体育
彩票的公益属性，十年前有
了购买体育彩票的行为。
问起董先生的选号经验，他
笑着说：“哪有什么经验啊，
强迫症吧，就是觉得这注号
码的数字没有一边倒，分布
得比较均匀。”

“说起买彩票的经历，
我还怕‘拉仇恨’了。”董先
生开玩笑地说，“虽然买彩
票的年头长了，但是我却没
有经常买，就是哪次遇到体
彩网点了就进去买一注。
这次的中奖，实在是太幸运
了！”

确定自己真的中奖后，
夫妻俩调整好心态，本来商
量过完年再去领奖，但是后
来看到省体彩发布的大奖
寻人新闻，再三考虑还是尽
早去领奖。被问及巨额奖
金的规划时，董先生说：“其
实我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无
非就是好好孝敬老人，好好
教育孩子，默默回报社会
吧！”

1月19日，体彩大乐透第19008期开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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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注为636万余
元基本投注头奖。非常幸运的是，河南三门峡购彩
者收获其中10注基本头奖，中奖彩票为一张20元
10倍的单式倍投票，总奖金6366万元。

1月 26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11期全国共开出2注
头奖，每注奖金为 1000 万
元，全部落入山东购彩者之
手。

数据显示，山东中出的
这2注1000万元头奖分落烟
台和临沂两地。烟台中出的
是一张5注10元投入的单式
票，其中1注号码击中1000
万元头奖；临沂中出的是一
张6+3复式票，该票除中出1
注一等奖外，还中出二等奖2
注、三等奖 5 注、四等奖 10
注，共擒奖1031万元。

二等奖开出66注，每注
奖金为14.32万元；三等奖开
出754注，每注奖金为4812
元。

奖号方面，前区04、12、

13、16、17开出了全小号码组
合，并以1号段上号码为主。
最小号码开出 04；12、13，
16、17以连号形式开出；17
为前区最大号码，该号于最
近 6 期之内开出了 3 次，稍
热。2号段、3号段上号码集
体隐身。

后区开出04、09一小一
大号码。最近5期，后区奖号
的大小号码数量比为4比6，
小号略占优。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
区和后区均没有超过20期未
露面的号码。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72.82亿元滚存至1月
28日（周一）开奖的第19012
期，这一水位较上期微涨，再
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中体

大乐透开2注千万头奖
奖池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竞彩周二强档推荐

英超快车，曼市双雄状态火热
曼联上周五晚足总杯做

客3∶1击败阿森纳，索尔斯
克亚将红魔新帅开局纪录改
写为8连胜，而且连续做客
击败热刺和阿森纳之后，他
转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该
场比赛他轮换了前锋拉什福
德和马夏尔，重返首发的桑
切斯弑杀旧主，林加德和替
补出场的马夏尔建功，意外
位置右倾的卢卡库助攻梅开
二度，几名伤兵中，中卫斯莫
林恢复情况相对略好，但是
否能进入首发，还要看索尔
斯克亚的选择。

伯恩利上周末足总杯
做客0∶5惨败给曼城，这也
是他们本赛季第2次对蓝月

以5球失利，自知无力对抗
的主帅戴奇在首发中有明
显保留，但摆出5后卫的他
们还是无法抵挡对手的强
大攻势；几名还在恢复中的
伤兵，包括后卫巴兹利和劳
顿、中场古德芒森都没有出
场，但他们周中联赛应该有
机会回归。

另一场比赛，纽卡斯尔
联上一轮联赛3球大胜加的
夫城，并超越对手逃离了降
级区；随后上周末足总杯，
他们主场0∶2输给沃特福德
无缘下一轮，不过，从主帅
贝尼特斯轮换了大批主力
的排兵布阵选择来看，他本
身对足总杯显然没有任何

期待；刚刚恢复的后腰迪亚
姆也没有出场，不过他随时
可以复出；后卫杜梅特和中
场谢尔维待定，从亚洲杯上
带伤归来的中场奇诚庸要
到2月才能复出，日本前锋
武藤嘉纪则还将因亚洲杯
缺席。

曼城上周末足总杯主场
5∶0血洗伯恩利，各项赛事
已经取得8连胜，其间总计
入35球；主帅瓜迪奥拉继续
轮换，热苏斯、B·席尔瓦、德
布劳内和替补出场的阿圭罗
破门，另一进球为对手乌龙；
传闻俱乐部有意抢购阿贾克
斯中卫德利赫特，奥塔门迪
可能会因此离队。 河体

“幸运车位”
带来幸运大奖

领奖后
希望能回报社会

省体彩中心书记王海新（左）为中奖者颁奖 省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