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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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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9029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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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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60元，中奖
总金额为57343元。

中奖注数
0 注

194 注
4613 注
158 注
117 注

2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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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204元。

中奖注数
385注

0注
1529注

中奖号码：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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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850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129042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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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9029期中奖号码

2 5 3
“排列5”第19029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13期中奖号码

3 1 7 8 8 6 2

2 5 3 9 7

七星彩第19014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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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位
0、1，三位4、7，四位1、5，五位0、6，
六位2、7，七位3、4。

22选5第19030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

比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
10、13，可杀号1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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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4、05、07、08、09、10、11、13、
14、17、20。

排列3第19030期预测

百位：0、3、9。十位：2、4、
5。个位：3、4、6。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两元机选票

郑州彩民喜中双色球882万大奖

大乐透上期再爆5注头奖
奖池为72.7亿元

1 月 28 日，大乐透第
19012期开奖，全国送出5注
头奖，分落广东、四川和新疆。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
“05、09、17、18、19”，后区开
出号码“07、10”。前区号码
集中在中小号区域，大小比
2∶3，奇偶比4∶1。0号段开
出2个号码，1号段开出3个
号码，2号段和3号段轮空。

前区号码“05”在遗漏13
期后终于出现，该号与前两期
（第19010期和第19011期）
分别开出的号码“03”和“04”
形成一组斜连号；号码“17、
18、19”是一组三连号，其中

“17”复制上期号码且近期较
活跃，在近10期出现过5次；

“09”和“19”是一组同尾号。
后区开出“07、10”一奇一偶
的大数组合。

数据显示，广东的3注
基本头奖，出自惠州，中奖彩
票是一张3倍倍投单式票，
投注金额30元，单票中奖金
额达到2187万元。四川中
出的1注追加头奖，出自广
元，中奖彩票是一张追加单
式票，投注金额6元，其中1
注命中 1166 万元追加头
奖。新疆中出的1注基本头
奖，出自乌鲁木齐，中奖彩票
是一张“8+2”复式票，投注
金额112元，除中得1注一
等奖以外，还中得15注三等
奖、30 注四等奖和若干小
奖，单票中奖金额达到732
万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
金额小幅回落，72.7亿元奖
池金额滚入1月30日（本周
三）第19013期开奖。 中体【体彩公益金课堂】

河体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不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
行、依法销售的国家公益彩票。体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奖金、发行费和公益金，彩
票资金构成比例由国务院决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法律援助、城乡医疗救助、扶贫、残疾人救助、红十字
事业、赈灾救灾、农村养老服务、文化事业等。

2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比例为：中央50%（其中：补充社会保障基金30%，中央专

项彩票基金15%，国家体育总局2.5%，民政部2.5%）；地方50%。

河南省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概况：中央50%；地方50%
（使用单位：省体育局，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省财政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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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河南体彩上周筹集1.05亿公益金
上周（1 月 21 日-1 月

27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
南省销售4.75亿元，为社会
筹集公益金1.05亿元。体
彩公益金一半用于我省的
体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一半
上交中央用于全国公益事
业，其中上交中央部分的

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计3174万元。

2000年至今，河南省销
售体育彩票历史总量约954
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
256亿元。

据了解，体彩公益金广
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

建设遍布城乡的健身路径
及开展社会体育活动来支
持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扶
贫、教育助学、城乡医疗救
助、农村养老服务、奥运争
光等，可以说，无论您是否
购买体育彩票，都将从中受
益！

精准倍投

老彩民揽3D奖金20万
新年添新彩，近日，江苏

吴先生心情大好，原来，1月
9日晚上彩民吴先生在投注
站瞄准“7、4、6”这组 3D号
码，倍投了 200 倍，收获了
20余万元的丰厚奖金。

据了解，吴先生是一名
有着多年彩龄的老彩民。谈
到此次中奖，他坦言这是一
个“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故
事，中奖是自己多年购彩经
验的成果。这次的中奖号码

也是他特意看好的“7、4、
6”，对这个号码有着非常的
自信，吴先生毫不犹豫地就
买了200倍单选，果然，开奖
结果非常喜人，吴先生的付
出得到了非常大的回报。

吴先生有时会在站点和
彩民分享他的3D看号经验，
和大家一起研究选号思路。
吴先生还强调，要理性购彩，
彩票就是玩玩，奖金是锦上
添花。 中彩

1月24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19011期开出头奖4
注，单注奖金为 882万元。
其中，郑州彩民揽获其中1
注，出自郑州市经五路与纬
三路交叉口南41010585投
注站，中奖彩票为一张2元
单式票，中得奖金882万元。

1月25日下午，大奖得
主李先生现身河南省福彩
中心兑奖。“我买彩票时间
挺长了，但都是隔三差五地
买，一个月最多两三次，每
次基本都是十块钱，还算个
福彩忠实粉丝吧。”李先生
说，主要还是因为双色球玩

法简单方便易中奖，以前他
也中过几百元的奖。

李先生表示，购彩对他
来说就是平淡生活中的一
点儿念想，每次花上几块
钱，既给自己买个希望，又
能为社会公益做点贡献，何
乐而不为呢？

开奖后，一天中午吃饭
的时候，李先生拿手机查询
开奖情况，“前两张票没什
么，看到最后这张两元机选
票的时候，从蓝球看起我就
发现中了，心想着不错，5块
钱到手了。没想到再接着
往前看，一个一个号码居然
都对上！那会我坐着半天
没缓过神儿，没想到双色球
大奖真的找上我了！”

关于中奖后的感触，李
先生笑了笑说：“我就是个
普通的上班族，中了奖固然
很开心，但我想日子该怎么
过还就怎么过吧，大奖是运
气，生活还要继续，毕竟平
平淡淡才是真嘛。” 豫福

大奖得主现身领奖 省福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