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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10100元，中奖
总金额为939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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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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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85516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3911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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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66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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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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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19912元。

中奖注数
588 注

0 注
590 注

中奖号码：3 0 8
“排列3”第19066期中奖号码

2 5 7
“排列5”第19066期中奖号码

2 5 7 9 2

新规以来 大乐透开出28注千万头奖
追加投注作用明显，一、二等奖奖金喜人

好运降临
俩彩民同期命中大奖

近日，双色球第2019025
期，威海俩彩民各收获1注二
等奖，随后开奖第二天，两位
幸运彩民现身领奖。

幸运彩民王先生是双色
球的铁杆粉丝，购彩七八年
了。购彩当天，喜欢守号购
彩的王先生，拿出双色球旧
票复制，不料5注号码中的1
注号码击中二等奖，收获奖
金37万元。“这5注是我看着
比较顺眼的号码，守了2年，
期期购买，是我的坚持获得
了回报。”王先生说，如果选
择了守号，最好期期买，否则
很可能漏买的那期会和大奖
失之交臂。

与王先生坚持守号不
同，另一位幸运彩民刘先生
则是机选投注击中大奖的。

“我购彩频率不是很高，这组
号码是机选的，没想到居然
中了大奖。”刘先生笑着说，
自己买彩票就是图一乐，让
忙碌的生活多一点刺激，多
一点憧憬。“我买彩票很随
意，都是10元钱机选5注号
码。”

刘先生说，自己是在开
奖第二天早上知道自己中奖
的。“当时觉得非常不可思
议，虽然大奖真的降临了，但
还是有点儿不敢相信。”

十分幸运
俩新手彩民喜领奖金

近日，有两位幸运的中
奖者来到沈阳福彩中心领取
了双色球二等奖，他们有一
个共同点，都是新手彩民，现
场分享了中奖经历。

幸运彩民李女士购彩仅

一周多，也是她第四次购买
双色球。“之前看朋友买双色
球，才懂了一点怎么玩，之前
三次也都是复式投注，第三
次中了个三等奖，没想到第
四次中了二等奖，真是太幸
运了。”据悉，她凭借一张

“14+1”复式票，斩获双色球
第 2019022期二等奖，共获
奖金7万多元。

无独有偶，彩龄仅有两
三个月的郭先生，凭借一张
10元机选票，幸运收获双色
球第2019024期二等奖19.6
万多元。郭先生表示自己非
常幸运，他是从去年年底才
开始接触彩票的，“之前有一
次在家楼下散步，路过投注
站就机选了10元钱彩票，从
那之后我偶尔就会买10元钱
的，没想过这次10块钱变成
19万，真是太幸运了。”

中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新规则上市后，体彩大
乐透已开奖10期，连续开出
28 注千万头奖，包括 12 注
1800万元和16注1000万元
头奖。

头奖连续开出清一色千
万头奖，大乐透新规则的实
施功不可没。

数据显示，体彩大乐透
第 19019期开奖中，广东东
莞幸运购彩者首开纪录，擒
获首个1800万超值头奖，中
奖彩票为一张15元5注单式
追加票，其中一注命中大奖；
接着在 19020期开奖中，曝
出2注1800万追加头奖，一
注出自浙江金华，另一注出
自山东日照，这两注彩票均
是15元5注单式追加票；在
19021期开奖中，上海嘉定区
购彩者收获1注1800万追加
头奖，中奖彩票是一张15元
5注单式追加票；在19022期

开奖中，上海黄浦区购彩者
收获1注1800万追加头奖，
中奖彩票依然是一张15元5
注单式追加票。在19024期
开奖中，2注1800万追加头
奖分别落入甘肃酒泉和江苏
常州，前者是一张 18 元的

“6+2”复式追加票，后者是一
张15元5注单式追加票。

值得注意的是，3月9日，
在19026期开奖中，曝出7注
头奖，其中5注是1800万追
加头奖。据悉，这5注1800
万元追加头奖出自江苏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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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
2019年大乐透开出的首注亿
元巨奖。

另外，由于大乐透新规
则同时启动了“浮动奖奖金

特别规定”，直接导致二等奖
奖金成色十足，众多购彩者
受益颇多，即使是二等奖，也
能收获百万以上奖金。

新规则实施以来的 10
期开奖中，第 19022期二等
奖追加后的单注总奖金为
124.2万多元，第19023期二
等奖追加后的单注总奖金
达223.9万多元，第19028期
二等奖追加后的单注总奖
金达206.2万多元。对比中
可见，采用追加投注的购彩
者多拿了奖金，收获了满满
的幸运。

3月13日，大乐透19028
期头奖空开，这也是新规以
来首次头奖空开。当期开奖
结束后，71.26亿元滚存至3
月 16 日（周六）开奖的第
19029期。期待更多的大奖
开出，同时也提醒广大购彩
者：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福彩“五福临门”送惊喜

洛阳女彩民刮出15万元大奖
3月13日下午5时，洛阳

彩民张女士与家人来到洛阳
福彩中心兑奖，经工作人员
核实，该张彩票中得刮刮乐

“五福临门”一等奖15万元。
据悉，该大奖出自洛阳

嵩县德亭东街的 41530562
投注站，站点业主范六贤回
忆，该中奖彩票是3月13日
下午3点左右中出的。当时，

中奖彩民张女士先购买了一
张5元的刮刮乐“点球大战”，
中了5元奖金后，张女士又挑
选5元的刮刮乐“五福临门”。

当刮开“五福临门”游戏
区域后，在第3个图案和第5
个图案中，分别出现了“福”
字 ，图 案 下 方 同 时 出 现

“￥50000 元”和“￥100000
元”字样，根据游戏规则，该

张彩票中得大奖15万元，也
是该票种的最高奖项。这下
张女士可乐开了花，没想到
自己花了5元钱，竟然就中得
了15万元的大奖。

“刮刮乐”作为一种网点
即开型福利彩票，本身具有
趣味性强，玩法简单，即买即
开的特点，让彩民朋友开心
中奖，还能奉献爱心。 豫福

守号多年
收获二等奖223万元

3月 4日，河北邯郸一
位幸运购彩者现身省体彩
中心，领走大乐透223万元
二等奖。该购彩者凭借一
张1注号码、3元投入的单式
追加票，中出体彩大乐透第
19023期1注223万元追加
二等奖。

据了解，中奖者购彩多
年，喜爱7星彩、体彩大乐透
等大盘玩法，选号上一直是
机选。

几年前，他机选出几注
大乐透号码，看着感觉还不
错，不但对其进行了追加，
还基本上期期不落地购
买。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第19023期开奖中竟“守
得云开见月明”，更没想到
的是，大乐透实施新规则以
后，二等奖的奖金成色如此
喜人。

开奖第二日上午，他的
一位好友告诉他，网点里有
人中出200多万元的大乐透
二等奖。他觉得中奖的不
可能是自己，丝毫没把它当
回事儿，便顺手把彩票给了
好友，说道：“我买了张大乐
透，你帮我看看吧！”查询的
结果竟是自己中了，真是喜
从天降。

复制废票
擒获二等奖60万元

2月22日，湖北宜昌购
彩者刘先生（化姓）走进了

当地体彩中心，兑取大乐透
二等奖60万元。刘先生手
中的彩票正是体彩大乐透
新规则上市第一期的二等
奖中奖彩票。

2月20日晚，湖北购彩
者中了7注二等奖，其中2
注采用追加投注方式。根
据大乐透新规则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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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致当
期一、二等奖奖金成色十
足，1注追加二等奖，奖金超
过60万元。

刘先生笑着说，真没有
想到二等奖也可以如此超
值。“按照我购彩十多年的
经验，二等奖最多的时候也
就二三十来万，没想到这一
次这么大。”

关于号码的出处，刘先
生坦言是“捡来的”。大概3
年前，一次刘先生在某彩票
店里购买彩票，有一位购彩
者急匆匆地进店兑了一张
彩票，发现没中奖，就把彩
票丢在销售柜台上走了。
刘先生正为选号着急，于是
拿起那张废弃的彩票，看上
面号码还比较顺眼，就叫销
售员复制了一张。这一复
制，就复制了3年多。有时
候感觉好的时候，还会打两
倍。

刘先生表示，大乐透还
会继续买下去，改规则后的
大乐透大奖更大，小奖更
多，希望自己能再次来领一
个大乐透大奖！

中体

大乐透二等奖奖金也超值

坚持守号 最终收获大奖

领奖现场 彩民分享中奖经历
四位幸运彩民分别收获双色球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