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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2106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50期中奖号码
1 13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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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580元，中奖
总金额为161005元。

中奖注数
3 注

342 注
5413 注

223 注
201 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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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0512元，本省中奖总金额：6033287元。

红色球

07
蓝色球

03 07 11 21 30 33

第201902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503206 元
7071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9 注
169 注

2055 注
86814 注

1417042 注
16104759 注

0 注
7 注

77 注
3710 注

61262 注
790531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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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592元。

中奖注数
355 注

0 注
550 注

中奖号码：9 4 8
“排列3”第19050期中奖号码

8 1 1
“排列5”第19050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22期中奖号码

4 4 8 7 7 2 6

8 1 1 3 1

急寻大奖得主！2019
年 1月 20 日晚，双色球第
2019009期开奖，河南商丘
一投注站中出6注双色球二
等奖，总奖金161万余元，
目前仍未兑奖，河南省福彩
中心寻找大奖得主。

数据显示，该双色球大
奖出自商丘睢阳区归德路
与 工 贸 路 交 叉 口 的
41140207 福彩投注站，出
票时间为：2019 年 1月 20
日14时55分。该大奖中出

后，河南省福彩中心按照惯
例等待大奖得主领奖。目
前，当期开奖后至今已过一
个多月，该彩民仍未前来兑
奖。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第三章第四十三条
规定：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
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
奖。经河南省福彩中心确
认，该注彩票的兑奖有效期
到 2019 年 3月 21 日 23 时
59分59秒。

如果到期，该大奖得主
仍未领奖，根据《彩票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五
十九条规定：“逾期未兑奖
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由
彩票销售机构结算归集后
上缴省级财政，全部留归地
方使用。”

对此，河南省福彩中心
再次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请
购彩后保管好彩票，并及
时、认真核对开奖信息，避
免错过兑奖时间。

2月21日17时10分，济源
市中福在线天坛路销售厅传来
喜讯，一位幸运彩民拿下全国
累积头奖！这也是济源中福在
线2019年中出的第二个头奖。

据了解，大奖得主王先生
是中福在线的忠实“粉丝”，从
天坛路销售厅开业至今，他只
要有空就会去投注。虽然天坛
路销售厅中出过多个头奖，可
是没有一个落到他身上，但是
对于中奖这事王先生的心态倒
是十分好。“纯粹是因为喜欢中
福在线这种简单、有趣又有画

面感的游戏，并不抱着一定要
中头奖的心态，输赢都是自己
的事情，还能娱乐身心。”

中奖当天，王先生来到天
坛路销售厅，充好投注卡后，他
就按照以往的投注方式进行游
戏，前两关进行得很顺利，不一
会就进入了游戏第三关，拍着
拍着突然屏幕上的黄宝石一颗颗
连接起来，随即20颗黄宝石一起
落满屏幕，出现了恭喜中奖的提
示，王先生顿时一惊，赶紧喊来工
作人员确认，得到中奖的肯定答
复后，他开心极了！ 豫福

2月25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21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7、13、17、24、33”，
后区开出号码“01、10”。本
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三
期开奖，以2.46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
益金8866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3注头
奖。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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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
奖金1000万元。3注头奖
分落北京、上海和广东。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
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

自嘉定区，中奖彩票为一张
15元 5注单式追加票。北
京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出自昌平，中奖彩票
是一张 10元 5注单式票。
广东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出自潮州，中奖彩
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来自上海的幸运
儿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
80%奖金，使得单注一等奖
奖金达到了1800万元。

二等奖中出86注，单注
奖金43.13万元。其中33注
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4.51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77.64万元。
本期，三等奖中出875

注，单注奖金为10000元。
四等奖中出380注，单注奖
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出
14273注，单注奖金为300
元。六等奖中出14192注，
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
奖中出43643注，单注奖金
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555856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 5760329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72.81亿元滚存至2月
27 日（周 三）开 奖 的 第
19022期。 河体

切尔西在上周末的联
赛杯决赛中与曼城苦战120
分钟后互交白卷，最终遗憾
在点球大战中失利，而主力
门将凯帕在最后时刻拒绝
被换下场、导致主帅萨里在
场边暴怒的插曲也成为赛
后焦点，萨里则主动息事宁
人，表示是双方沟通上有误
差；他在首发中也做出改
变，伊瓜因替补，阿扎尔担
任伪中锋，近期状态一般的
左后卫马科斯·阿隆索也被
埃莫森取代。

热刺在上周末做客爆
冷1比2输给伯恩利，没能
缩小与利物浦和曼城的差
距，联赛杯赛做客三连败，
同时也延续本赛季联赛无
平局的奇葩纪录，伤愈复出
的前锋哈里·凯恩破门；主

力中卫D·桑切斯上周末轮
休，左后卫本·戴维斯和后
腰万亚马都已经康复，另一
后腰戴尔也已基本伤愈，不
过近日却染病在身，周中未
定能否复出；中场阿里还在
养伤。双方的近13次交手
只有1次平局，以热刺本赛
季的特征，这个势头估计还
将继续。

另一场比赛。皇家马
德里上周末做客2比1击败
莱万特，本泽马和贝尔分别
罚入点球，其中卡塞米罗制
造的第二个点球存在很大
争议，目前在西甲中皇马落
后巴萨9分。上周末因停赛
缺席的队长拉莫斯周中将回
归，后卫纳乔下周末联赛停
赛，本场预计也会首发出场，
伤兵目前只有中场迭戈·略

伦特。
巴塞罗那上周末做客

逆转塞维利亚，梅西上演职
业生涯第50个帽子戏法，
并助攻苏亚雷斯得分，苏亚
雷斯赛后膝盖接受治疗，但
是不影响出场，门将西莱
森、后卫维尔马伦、中场阿
图尔、拉菲尼亚四人仍因伤
无法出战。皇马上一次进
入国王杯决赛是 2013/14
赛季，当时决赛正是击败了
巴萨完成夺冠，巴塞罗那则
是近四年的国王杯卫冕冠
军，最近8次赛季7次进入
决赛5次夺冠。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广
大球迷及购彩者：快乐购
彩，理性投注，请注意控制
购彩金额。

河体

2018年 12月 21日，中国
体育彩票通过了世界彩票协会
责任彩票三级认证。这是对中
国体育彩票践行责任理念、坚
持合规运营的肯定，也是中国
体育彩票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
得到的世界认可。自此，中国
体育彩票责任彩票建设开启了
新征程。

世界彩票协会（WLA）是
一个旨在促进国家授权彩票机
构发展的会员制组织，其会员
涉及五大洲 82 个国家和地区
的229 家彩票机构和公司。为
指导彩票行业安全合规运营，
倡导责任理念，营造健康良好
的行业环境，世界彩票协会制
定了完善的责任彩票体系，其
中包括四个等级认证。中国体
育彩票分别于2012年、2016年
通过了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
一级、二级认证。

2018年，中国体育彩票以
树立责任意识、明确合规红线、

建立责任底线为目标，完善了
符合中国实际的责任彩票内容
体系，积极稳妥推动责任彩票
建设工作，并于12月21日正式
通过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三
级认证。

自1994年统一发行以来，
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
超过4500亿元。这些公益金
被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全民健身、扶贫、农村医
疗救助、教育助学、未成年人校
外教育、残疾人事业、抗震救
灾、红十字事业、法律援助等社
会公益事业，在服务民生、建设
体育强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中国体育彩票将牢记并践
行“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
体彩精神，开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体彩生态，奋力
走好体育彩票新征程，为国家
公益事业和健康中国建设贡献
力量。 河体

161万元！寻找商丘大奖得主
为6注双色球二等奖，兑奖3月21日截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大乐透上期开出3注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8866万元

竞彩周三强档推荐

蓝军热刺火拼难言和

游戏第三关迎来好运

济源彩民
再揽中福在线大奖

中国体育彩票
通过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三级认证

责任彩票建设开启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