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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1254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56期中奖号码
6 16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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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922元，中奖
总金额为267258元。

中奖注数
5 注

375 注
6530 注
308 注
388 注
59 注

684275 元
48876 元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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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 注
4 注

182 注
509 注

6456 注
9451 注

73079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0 注

16 注
164 注
294 注

1924 注

03 09 15 19 20 26 27 17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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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404元。

中奖注数
899 注

0注
1015 注

中奖号码：8 0 1
“排列3”第19056期中奖号码

2 5 2
“排列5”第19056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24期中奖号码

前区11 17 19 29 33后区08 09

2 5 2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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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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周二003
庆南FCVS山东鲁能
比赛时间：2019-03-05 18：30

庆南FC上赛季以升班马
的身份出人意料的拿到了K联
赛亚军并首次拿到亚冠联赛的
参赛资格，球队新赛季人员变
化较大，主力中卫朴志洙以及
上赛季K联赛双料最佳马尔康
今年均转投中超联赛，球队也
引进了前水晶宫中场乔丹·马
奇和前国米边锋卡斯泰尼奥
斯，本土球员方面则签下了包
括老国脚郭泰辉在内的20余
人。

山东鲁能亚冠附加赛4比
1逆转战胜越南冠军河内FC，
第9次晋级亚冠正赛，保持着
中超球队参加亚冠正赛次数最
多的纪录；和附加赛不同的是，
山东鲁能的小组赛阵容补报了
首轮中超即有进球的前曼联中
场费莱尼，顶替了锋线外援格
德斯。

周二004
广州恒大VS广岛三箭
比赛时间：2019-03-05 20：00

广州恒大这是连续第8年
参加亚冠正赛，他们是连续获
得亚冠参赛资格次数最多的中
超队伍。从广州恒大这个赛季
的配置来看，能够小组出线是
最起码的目标，若是进入八强，
或许就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
绩了。

广岛三箭以上赛季日职亚

军的身份第五次参加亚冠，他
们在此前的附加赛中主场点球
淘汰了泰国球队清莱联，而在
随后的两轮联赛中先后战平清
水鼓动和磐田喜悦，也就是说，
在新赛季的前三场正式比赛
中，广岛三箭常规时间内还未
能取得过胜利。

周二009
多特蒙德VS托特纳姆热
刺
比赛时间：2019-03-06 04：00

多特蒙德上周末做客爆冷
1比2输给弱旅奥格斯堡，近7
轮比赛只拿到了1场胜利，领
先的优势从冬歇时的7分，从
目前只剩下2个净胜球；前锋
帕科替补出场扳回一球，也打
破个人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
的进球荒，队长罗伊斯上周末
伤愈回归，皮什切克还在养伤，
小将阿什拉夫应该会继续担任
右后卫。

热刺在上周末的北伦敦德
比中，主场1比1战平阿森纳，
这也是他们本赛季联赛中的第
一场平局，上半场先丢一球的
他们下半场由枪手克星哈里·
凯恩点球扳平。此前受伤的中
卫费尔通亨及时复出并打满全
场，中场阿里还在养伤，另一中
场戴尔近期因扁桃体发炎连续
缺阵，周中也未定是否能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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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乐透上期开出1注一等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9757万元

3月 2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23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1、03、14、26、30”，
后区开出号码“06、11”。本
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五
期开奖，以2.71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
益金9757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1注一
等奖，奖金为1000万元，落
户湖南。数据显示，湖南中
出的1000万元一等奖出自
株洲，中奖彩票为一张6+3

复式票，共中出一等奖1注、
二等奖2注、四等奖5注、五
等奖10注，单票擒奖1250
万元。

二等奖开出 36注，每
注奖金为124.41万元；其中
12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 80%奖金——99.52 万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223.94万元。

本期，三等奖中出321
注，单注奖金为10000元。
四等奖中出516注，单注奖

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出
10545注，单注奖金为300
元。六等奖中出23740注，
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
奖中出20782注，单注奖金
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644617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 7132422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72.66亿元滚存至3月
4日（周一）开奖的第19024
期。 河体

上周（2月25日-3月3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
省销售约3.25亿元，通过销
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
益金约0.79亿元，其中的一
半约0.39亿元用于支持我
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
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另
一半上交中央用于全国公
益事业。其中，上缴中央的
体彩公益金60%用于补充

全国社保基金，约 0.23 亿
元。

2019 年，河南省已销
售体育彩票总量约 30.06
亿元，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
社会筹集公益金约6.83亿
元，其中用于我省和上交中
央的体彩公益金各约3.41
亿元。其中，上缴中央的体
彩公益金60%用于补充全
国 社 保 基 金 ，约 2.05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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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今年省体彩已筹集6.83亿元公
益金

河南体彩上周（2019
年2月25日~2019年3月3
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
大奖共2个，其中：1万元—
5万元：1个，25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宝石之
王（面值30元）、7（面值20
元）、贺新年（面值20元）、
十倍幸运（面值10元）、金
猪纳财（面值10元）、金猪

贺岁（面值10元）。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河体

竞彩周二强档：

多特热刺鱼死网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