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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5956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63期中奖号码
2 7 13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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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826元，中奖
总金额为209887元。

中奖注数
1 注

424 注
6846 注

212 注
233 注

37 注

5000000 元
65822 元

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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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5 注

275 注
862 注

10238 注
17549 注

125518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2 注

27 注
204 注
492 注

2981 注

02 09 13 20 24 26 30 07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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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410元。

中奖注数
352 注

0注
1820 注

中奖号码：9 7 1 “排列3”第19063期中奖号码

2 1 1
“排列5”第1906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27期中奖号码

前区16 18 24 25 27后区02 07

2 1 1 8 7

体彩大乐透开出1.11亿元巨奖
江苏购彩者追加倍投，收获5注1800万追加头奖

3月 9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26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10、12、15、17、19”，
后区开出号码“02、03”。本
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8期
开奖，以2.76亿元的全国发
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9946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7注头
奖。其中，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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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头
奖分落江苏、浙江和福建。

数据显示，江苏中出的
5注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
奖出自盐城，中奖彩票为一
张5倍投注的5+6复式追

加票，投入225元，共中出
一等奖5注、二等奖40注、
三等奖 30 注，单票擒奖
1.11亿元。

浙江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宁波，中
奖彩票是一张1注号码、2
元投入的单式票。福建中
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出自厦门，中奖彩票是一
张5注10元投入的单式票。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来自江苏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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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注，单
注奖金29.61万余元。其中
70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 23.69 万余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53.31万元。

本 期 ，三 等 奖 中 出
1165注，单注奖金为10000
元。四等奖中出589注，单
注奖金为3000元。五等奖
中出13827注，单注奖金为
300元。六等奖中出15900
注，单注奖金为200元。七
等奖中出42577注，单注奖
金为100元。八等奖中出
589141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 6561565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71.19亿元滚存至3月
11 日（周 一）开 奖 的 第
19027期。 河体

中国体育彩票
用实干成就未来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干
货满满，其中出现很多有温度
的细节。回顾去年取得的成
就，一些数字非常亮眼：“精准
脱贫有力推进，农村贫困人口
减少1386万”“加大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等保障力度，资助各
类学校家庭困难学生近1亿人
次”等，同时也提到“全民健身
蓬勃开展，体育健儿在国际大
赛上再创佳绩”等重要成果。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
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
也。”政府工作报告一字千金，
体现最重要、最急迫、与老百
姓利益最直接的方面。而作
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
票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和公
益事业大棋局上是重要一环。

2018年，中国体育彩票筹
集公益金670.03亿元，已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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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救
灾、城乡医疗救助、教育助学、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事业、残疾
人事业、红十字事业、文化、扶
贫、法律援助、农村贫困母亲

“两癌”救助等多项社会公益
事业。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
全民健身活动日渐增多，专业
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条件不断
提高，呈现出群众体育和竞技
体育齐头并进之势。自1995
年我国颁布“奥运争光计划”
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就成为该
计划的重要支持者。国家体
育总局每年拿出本级体彩公
益金的40%用于该计划的实
施，支持运动员的训练比赛、
出国集训等，为奥运会及其他
重大赛事的备战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

关心教育、关爱青少年一
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中国体
育彩票连续多年支持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开展教育助学项

目。“励耕计划”“滋蕙计划”和
“润雨计划”是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
基金会由中央财政从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专项资金开
展教育助学的项目。2014~
2017年间，三项计划共资助多
达122万余人，投入资金超过
80亿元，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和教师送去关爱。

近年来，配合国家扶贫攻
坚的战略部署，财政部门每年
都安排逾10亿元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用于扶贫事业，体彩
公益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2018年7月，国务院扶贫
办、国家体育总局在联合印发
的“体育扶贫工程实施意见”
中，提出了“实施体彩扶贫行
动，加快推进体彩公益金支持
扶贫健身工程的步伐”的要
求，“体彩扶贫”被赋予了新的
价值和意义。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是
本年度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报告明确要
求，“扎实做好2020年奥运会、
残奥会备战工作，精心筹办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办好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体育
彩票作为“体育事业的生命
线”，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责无旁贷。此外，
报告对就业、扶贫、环保、教
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也提出了
具体目标和要求，中国体育彩
票公益金的使用方向也更加
聚焦民生领域，集中于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报告指出：“奋斗创造历
史，实干成就未来。”全国体彩
人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脚踏实地躬身实干，将以强烈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建设负
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
的国家公益彩票道路上行稳
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河体

露脸领奖只为公益体彩助威
商丘小伙喜领排列五10万元奖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李广

3月10日晚，体彩排列
五第19062期开奖，全国共
开出112注一等奖，每注奖
金10万元。我省商丘购彩者
胡先生有幸斩获其中一注。
开奖第二天一大早，胡先生
兴高采烈地来到河南体彩商
丘分中心，领走了他的奖金。

胡先生是位年轻的帅
哥，据介绍，他闲暇时候把
购买彩票当成一种娱乐方

式，各种彩票都买，尤其喜
欢体彩大乐透，几乎是期期
购买。对于排列五，胡先生
也同样喜欢，并且有着自己
独特的想法，“大乐透是大
盘玩法，奖池高，奖金也诱
人，但是中奖概率太小了，
而排列五的中奖概率会大
一些，容易一些，运气好了
中个小奖也是很不错的！”

跟其他领奖者不同的

是，领奖时，胡先生主动提
出要露脸领奖。他笑着说
道：买彩票这么久了，对彩
票已经比较了解，露脸领奖
的原因一是自己中奖了是
件喜事，想跟大家分享我的
喜悦，二是想借此机会告诉
大家多参与公益体彩，买彩
票也是为国家公益事业出
分力，最后就是，娱乐和公
益同步实现，两全其美！

今年省体彩已筹集7.64亿公益金
3.82亿用于支持我省体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上周（3月4日~3月10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销售约3.30亿元，通过销售
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约0.80亿元，其中的一半约
0.40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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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亿元。

2019 年，河南省已销
售体育彩票总量约33.37亿
元，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
会筹集公益金约7.64亿元，
其中用于我省和上交中央
的体彩公益金各约3.8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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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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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