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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7394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45期中奖号码
2 4 7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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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898元，中奖
总金额为149205元。

中奖注数
1 注

230 注
4137 注
182 注
186 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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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242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0967194元。

红色球

12
蓝色球

02 12 13 23 27 28

第201902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275977 元
75299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1 注
233 注

2238 注
102237 注

1680141 注
9570874 注

1 注
8 注

94 注
4537 注

78810 注
422265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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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754元。

中奖注数
724 注

0 注
1207 注

中奖号码：3 5 7“排列3”第19045期中奖号码

3 7 7
“排列5”第19045期中奖号码

3 7 7 8 3

新规首期
一等奖开出3注

2月20日，体彩大乐透
第2019019期开奖，也是新
规则实施后首期开奖，本期
全国共开出3注一等奖，分
落河南、山东和广东。其中
两注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花落山东、河南。1注
为追加投注一等奖，单注奖
金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
加奖金），落户广东。

数据显示，河南中出的
1000万元一等奖出自郑州，
为一张5注10元投入的单式
票。广东中出的1800万元
一等奖出自东莞，为一张5
注 15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
票。山东中出的1000万元

一等奖出自济南，为一张1
注号码、2元投入的单式票。

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
投注，来自广东的这位幸运
儿在一等奖方面要多拿了
80%奖金，从而使得单注奖
金达到了封顶的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118注，每
注奖金33.47万元；其中37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80%奖金——26.77 万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为60.24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大
乐透新规则相关规定，由于
当期开奖前奖池高于15亿
元，同时启动了“浮动奖奖
金特别规定”。这也是本期
一、二等奖奖金成色较足的
原因之一。

奖项增加
固定奖中出数量增多

本期固定奖中出数量增
多，三等奖开出396注，单注奖
金为10000元。四等奖开出
461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
五等奖开出16322注，单注奖
金为 300 元。六等奖开出
15068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开出43761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开出
543334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5769716注，
单注奖金为5元。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新
规则规定，三等奖调整为固
定 奖 ，单 注 奖 金 为 10000
元。奖池方面，计奖后，73.44
亿元滚存至下期。

郑州购彩者命中千万头奖
大乐透新规则上市首期开出3注头奖，固定奖中出数量增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2月20日，体彩大乐透第19019期前区开出号码04、11、19、25、32，后区开
出号码01、02。当期是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后的首期开奖，值得一提的是，新规初
见成效，实施首期即曝出1800万元追加头奖！大乐透史上首注1800万元头奖花
落广东，这位幸运儿凭借区区15元就创造了历史。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西甲保级大战 武磊期待闪耀
加的夫城队近期在英超

取得两连胜，止住了此前各项
赛事五场不胜的颓势，目前他
们积25分排名第17位，领先
降级区只有1分。肖恩-莫里
森因伤缺阵，理查兹出战成
疑，不过总的来说对球队影响
不大。由于他们早就在足总
杯出局，因此他们有将近两周
的时间来准备这场比赛，在体
能上有一定的优势。沃诺克
上一轮比赛变阵三后卫，不过
本场比赛应该会回归为4411
阵型。近7次在主场面对沃
特福德，他们有6次都能够至
少打入2球。

沃特福德队上轮比赛击

败埃弗顿队，目前积37分稳
居第8位，上周末他们又在
足总杯中取胜晋级八强，球
队近15场比赛只输过曼城、
切尔西和热刺，目前士气比
较旺盛。主力左后卫霍莱瓦
斯停赛两场。

此外费梅尼亚和瑟克塞
斯因伤缺阵，普罗德尔和佩
雷拉有望复出，总的来说格
拉西亚还是可以排出一套比
较理想的阵容。双方近6次
交战，加的夫城队3胜1平2
负稍占优。

另一场比赛。西班牙人
上轮在全场劣势下顽强逼平
巴伦西亚，联赛3轮不败，武

磊成为西甲历史上首位首发
的中国球员，下半场顶替他
出场的新人阿尔法·塞梅多
也完成首次亮相，球队目前
共有后卫纳尔多、杜阿尔特，
中场埃尔南·佩雷斯、皮亚
蒂、塞尔吉奥·加西亚、迪达
克6名伤兵，后卫哈维·洛佩
斯停赛。韦斯卡上轮主场0
比1负于毕尔巴鄂竞技，本
赛季4战对手不胜，球队也
结束了首次西甲连胜，后卫
因苏阿伤势比预计严重，近
期内无法出场，中场梅莱罗、
后卫路易辛尼奥、阿卡波也
都在养伤，后卫米拉蒙停赛。

河体

福彩送惊喜，好运不间
断。进入2019年以来，双色
球已开奖20期，且头奖零空
开，持续送出头奖，惠及不少
彩民。其中，河南彩民也不
断收获惊喜，截至双色球
2019020期，河南彩民已收获
头奖15注，再现大奖福地。

数据显示，这15注头奖分
落9地：商丘7注、郑州1注、驻
马店1注、焦作1注、许昌1注、
洛阳1注、濮阳1注、新乡1注、
开封1注。商丘彩民共收获7
注，成为目前最大赢家。

据悉，新年首期双色球
开出14注头奖，好运并未降
临河南，然而在第二期，商丘
一彩民独揽5注，成为当期最
幸运者。据了解，商丘该大
奖得主采用单式2注5倍投
注，出自商丘市41140128投
注站，仅投注20元，便收获双
色球第2019002期奖金3635
万元，这是今年河南彩民首
次收获双色球头奖。

随后，其他省辖市彩民也
纷纷收获好运，双色球第
2019004期，驻马店彩民单式
投注，收获742万元头奖，出自
驻马店市41780590投注站；
第2019005期，焦作彩民机选
单式投注，命中613万元头奖，
出自焦作市 41088510 投注
站；第2019007期，许昌彩民
复式投注命中头奖，共揽奖金
736万元，出自许昌41100128
投注站；第2019010期，洛阳
彩民复式投注命中头奖，共揽

奖金 592万元，出自洛阳市
41530118 福彩投注站；第
2019011期，郑州彩民机选单
式1注，命中882万元头奖，出
自郑州41010585投注站；第
2019013期，商丘彩民复式投
注，命中1000万元头奖，出自
虞城县41640246投注站；第
2019014期，濮阳彩民单式投
注，命中768万元头奖，出自濮
阳市41590708投注站。

接着，在春节后开市首
期，新乡彩民复式投注，命中
双色球第 2019016 期头奖，
共揽奖金638万元，出自新乡
市 41070027 投 注 站 。 第
2019019期，开封彩民复式投
注，收获奖金560万元，出自
开封市41520207投注站；第
2019020 期，商丘彩民命中
627 万元头奖，出自商丘市
41140222投注站.

好运开启，精彩继续，目
前双色球奖池依然处于高水
位，也期待下个大奖的诞生。
同时，提醒彩民朋友们，购彩
需谨慎，理性投注最重要。

2月14日，黑龙江鸡西
市新手彩民张先生，收获了
他今年最大的一份惊喜，双
色球第2019019期二等奖1
注，单注奖金33万多元。

张先生是位90后彩民，
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购
买福彩，在朋友的带动下，几
个月前，张先生也开始接触
福彩。每期他都会去投注站
机选几注双色球游戏。2月
14日，张先生路过福彩投注

站，像往常一样，机选了5注
双色球游戏。第二天，张先
生查询了前一天的双色球开
奖结果。一比对自己手中的
彩票，惊喜地发现自己中了1
注双色球二等奖，奖金有33
万多元。

2月12日晚，双色球第
2019016期开奖，其中，辽宁
省本溪彩民收获1注二等奖。

近日，这位双色球二等奖
得主独自一人来到当地福彩

中心兑奖。据了解，购彩者黄
先生购彩多年，平时喜欢玩双
色球，在号码的选择上，感觉
好时就自己选，没感觉时干脆
机选。年后福彩双色球第一
次开奖，黄先生自然不会错
过。于是他来到经常光顾的
投注站机选了单式3注号码，
和往常一样的投注方式，一样
的购彩心境，但这结果却让他
出乎意料，不经意地与幸运撞
个满怀！ 中彩

机选投注 俩彩民收获惊喜
分别收获双色球二等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好运不断
河南彩民已揽1５注头奖
商丘彩民共收获7注，成目前最大赢家

更多资讯，
关注大河客户端-彩票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