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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7689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9035期中奖号码
1 2 6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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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70元，中奖
总金额为155004元。

中奖注数
7 注

321 注
4943 注
290 注
159 注
20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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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608元。

中奖注数
2414注

0注
0注

中奖号码：8 8 8

0 元
33601 元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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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6 注

187 注
507 注

6281 注
8401 注

75417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6 注

19 注
215 注
300 注

258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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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9035期中奖号码

5 7 5
“排列5”第19035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15期中奖号码

前区02 05 10 13 30后区04 06

5 7 5 6 0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9036期预测

比较看好2、3、6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2367——014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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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056、
057、067、136、138、146、147、
156、167、168、239、245、247、

249、256、258、259、269、346、
347、348、349、356、358、366、
368。

双色球第19016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4、05、06、
08、10、12、15、19、20、23、28、29。

蓝色球试荐：05、07、09、11、
15。

七星彩第19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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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二
位2、6，三位1、3，四位0、5，五位
3、4，六位2、9，七位1、4。

22选5第1903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3、
16，可杀号0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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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05、
08、09、12、13、16、17、18、19、21。

大乐透第19016期预测

推荐“9+3”：02、10、13、18、
23、24、26、31、34+02、07、11。

排列3第19036期预测

百位：1、4、8。十位：0、3、
5。个位：3、4、9。 夏加其

新规则保持原规则13
个中奖条件不变，但奖级由6
个增加至9个。其中，一等
奖、二等奖为浮动奖；三等奖
至九等奖为固定奖。

在相同的中奖条件下，
一等奖、二等奖奖级保持浮
动奖级不变；三等奖改为固
定奖级；原三等奖至五等奖，
分别被拆分为三、四等奖，
五、六等奖，七、八等奖；原六
等奖变为九等奖。

新规则下，一、二等奖保
持浮动奖奖级不变，但奖金
分配比例有所调整。具体来
看，一等奖奖金占浮动奖的
比例由原75%调整为78%，
二等奖奖金占浮动奖的比例
由原18%调整为22%。

一等奖的具体分配为：
当奖池资金低于1亿元时，奖
金总额为当期奖金额减去固
定奖总额后的78%与奖池中
累积的奖金之和，单注奖金
按注均分，单注最高限额封
顶500万元。当奖池资金高
于1亿元（含）且低于8亿元
时，奖金总额包括两部分，第
一部分为当期奖金额减去固
定奖总额后的58%与奖池中
累积的奖金之和，单注奖金
按注均分，单注最高限额封
顶500万元；第二部分为当
期奖金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
的20%，单注奖金按注均分，

单注最高限额封顶500万元。
当奖池资金高于8亿元

（含）时，奖金总额包括两部
分，第一部分为当期奖金额
减去固定奖总额后的28%与
奖池中累积的奖金之和，单
注奖金按注均分，单注最高
限额封顶500万元；第二部
分为当期奖金额减去固定奖
总额后的50%，单注奖金按
注均分，单注最高限额封顶
5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奖池
高于8亿元的情况下，由于第
二部分奖金分配比例的增
加，一等奖的单注理论奖金
较原规则有较大幅度的提
升，更接近1000万元。

此外，在追加投注情况
下，浮动奖奖金成色也将得
到提升。原规则下，追加投
注参与浮动奖的奖金分配
时，奖金为基本投注单注奖
金的60%；参与四等奖、五等
奖的奖金分配时，奖金为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的50%。

而在新规则下，追加投注
仅参与一等奖、二等奖的奖金
分配，奖金为基本投注单注奖
金的80%。也就是说，新规则
下，追加投注一等奖单注（基
本投注+追加投注）最高奖金
将由原来的1600万元，增加
至1800万元。

新规则下，11 个中奖
条件共设置三等奖至九等
奖7个固定奖级。其中，多
数中奖条件对应的奖金得

以提升。
原三等奖的中奖条件5+

0、4+2，奖级设置由浮动奖变
为固定奖，奖级分别设置为
三等奖、四等奖，单注奖金分
别为10000元、3000元。其
中，5+0的理论单注奖金将
得到大幅提升，增加了约
137%。

原四等奖的中奖条件4+
1、3+2，奖级分别设置为五等
奖、六等奖；单注奖金由原来
的均一200元，变为300元、
200元。可以看出，其中4+1
的单注奖金，提升了50%。

原五等奖的中奖条件4+
0，奖级变为七等奖，奖金由
10 元变为 100 元，增加了
900%；3+1、2+2，奖级变为
八等奖，奖金由10元变为15
元，增加了50%。

原六等奖的中奖条件3+
0、2+1、1+2、0+2，奖级变为
九等奖，奖金5元保持不变。

值得一提的是，新规则
下，随着奖级和奖金设置的
变化，复式投注时，单票总奖
金也将发生明显变化。整体
来看，多数复式票的奖金将
得到提升。

以购彩者常用的6+4复
式投注为例，基本投注金额
为72元，若中出5+0，在原规
则下，单票总奖金为：6×三
等奖奖金（浮动奖）+6000
元；在新规则下，单票总奖金
为63000元。

今年是体彩大乐透上市
销售的第12年，此次规则调
整从整体的效果来看，是将
更多奖金回馈给购彩者，这
必将再次激发彩票市场活
力，吸引更多购彩者加入体
彩大乐透的行列。 河体

奖级增至9个，多数奖金提升

详解大乐透新规则三大变化
体彩大乐透将于第19019期（2月18日20：10开售，2月20日开奖）

开始启用新规则。届时，体彩大乐透奖级将由目前的6个增加至9个；相同
的中奖条件之下，多数奖级的奖金得到提升；追加投注最高可中1800万
元。新规则涉及奖级和奖金的改变，购彩者在日常投注时，需要注意以下
三个变化。

1月 19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08期头奖井喷，一等
奖开出15注，云南省喜获3
注追加头奖。1月21日，中
得 1018万的购彩者陈先生
领取了奖金。

陈先生表示：“选号上我
一般都是守号或机选，比较
随缘，但都不超过10元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知
足常乐。

能在春节前夕收获惊

喜，陈先生表现得非常兴奋，
“这次中奖号码正是机选的，
当时核对第一遍的时候，我
以为自己看错了，然后又仔
仔细细地核对了不少于十遍
才开始有点相信自己中了，
心情跟做梦一样，没想到年
前体彩能给我送这么一份礼
物。”

陈先生告诫广大购彩
者，要抱着一颗平常心去购
彩，量力而行。 河体

知足常乐

春节前夕收获1018万大礼

变化二：
浮动奖奖金分配比例调整
追加投注最高1800万

变化三：
固定奖奖级增至7个
4个奖级奖金增加

变化一：
奖级由6个增至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