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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669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70期中奖号码
6 13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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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888元，中奖
总金额为164258元。

中奖注数
4 注

297 注
5364 注
284 注
225 注
10 注

120120 元
7020 元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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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9 注
22 注

565 注
885 注

11656 注
12690 注

100878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 注
3 注

22 注
45 注

297 注
371 注

3043 注

07 09 15 18 19 25 26 21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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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836元。

中奖注数
203 注

0 注
748 注

中奖号码：7 9 8
“排列3”第19070期中奖号码

7 5 5
“排列5”第19070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30期中奖号码

前区07 09 13 14 33后区02 04

7 5 5 4 0

大乐透上期开出1注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1.03亿元

3月16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29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1、04、18、24、28”，
后区开出号码“02、03”。当
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11
期开奖，以2.86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
益金1.03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1注追
加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加
奖金），出自湖南。

数据显示，湖南中出
的 1800 万元一等奖出自
常德市，中奖彩票为一张5

注 15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
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采
用了追加投注，该幸运儿在
基本投注一等奖的基础上
多拿了 80%奖金——800
万元，从而使得单注总奖金
达到了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67注，每注
奖金为86.88万元；其中29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69.50万元。追加后，
二 等 奖 单 注 总 奖 金 为
156.39万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137

注，单注奖金为10000元。
四等奖中出277注，单注奖
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出
9701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10818注，
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
奖中出24374注，单注奖金
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412618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 4812089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
束后，71.30亿元滚存至3月
18日开奖的第19030期。

河体

盐城小伙领走1.2亿元巨奖
14张中奖彩票分别从两个体彩网点购买

3月 9日晚，体彩大乐
透中出亿元大奖，3 月 11
日，中奖者唐先生就出现在
了当地体彩中心兑奖大
厅。原来，他在当期的中奖
总额不止1.11亿元，他共在
两家体彩网点投注了14张
大乐透彩票，总中奖金额达
到1.2亿多元。这也一举超
越徐州购彩者中出的1.169
亿元，跃升至江苏体彩大奖
排行榜的第三位。

万米高空
研究出中奖号码

80后的唐先生有着十
多年的彩龄，是体彩的忠实
购彩者。七八年前，唐先生
来到盐城创业，闲暇时间坚
持投注大乐透。不仅如此，
唐先生还走到哪买到哪。3
月7日，他到上海出差，就投
注了周六开奖的第 19026
期大乐透。

3月8日，唐先生工作
结束乘飞机返回盐城。在
万米的高空，他不由自主地
琢磨起前一天买的大乐透
号码，越想越觉得不对。于
是，唐先生默默地将先前的
投注方案做了修正。到了
盐城，他一下飞机就直奔常
去的09751体彩网点，投注
起了大乐透。之后，唐先生
对这次投注的号码很有感
觉，忍不住想再多买一些。
当天晚上，他路过09108体
彩网点，又继续投注了大乐
透。

两家网点
共计中出1.2亿

当期，唐先生在09751
体彩网点共购买了9张大乐
透彩票。其中，单票中出亿
元大奖的彩票就是在该网
点最后购买的。原来，唐先
生在飞机上研究出号码后，

对前区相当笃定，但对后区
有些犹豫不决。所以，他最
后又用此前没有选到的6个
号码，补打了一张5倍投注
的5+6复式票，组成了“10、
12、15、17、19+01、02、03、
08、09、11”。没想就是这张
票，中出追加一等奖5注，还
中出追加二等奖40注以及
三等奖30注，单票擒奖1.11
亿元。当然，因为准确地命
中前区，唐先生在09751体
彩网点投注的其他彩票也
都中奖了，在该网点他共中
得 1.17 亿多元。在 09108
体彩网点购买的彩票，也中
得了 271.3 万的大乐透奖
金。当期大乐透，唐先生的
中奖总额达到了 1.2 亿多
元。

谈及中奖后的感受，唐
先生淡淡地说：“大乐透肯
定还是会买下去的，奖金我
打算用来扩大生产规模。”

中体

排列五投注技巧分享：小复式包号法
购彩者在进行排列五

包号的过程中，建议与排列
3的一些选号方法结合起
来，这样也许预测号的时候
增加中奖机会，同时还可以
把投资的成本降低！

首先可将“排列五”以
类似组选方式选号，首先
从 0~9 中选取中意号码，
一般以 4~6 个号码为宜。
选出号码后，再进行“打滚
组合”，然后设置条件从组
合中精选，得到号码进行
投注。

这种投注方法可以依
据冷热号来确定胆号，也可
根据各种形态筛选出喜欢
的号码。假设“排列五”出5
个不同的数，相当于“10选

5”，则只有120种排列法，
只需要240元即可中10万
元大奖。“排列五含排列三，
排列三带排列五”，形成了
体彩排列玩法“包含猜”的
独特魅力。在研究好“排列
三”基础上，多猜2个号码就
有中10万元大奖的希望，
即“3+2”模式，方法简单，操
作性强。

如果把“排列五”的号
码拆分成“前排列三”和“后
排列三”进行研究，彩票投
注技巧层出不穷。

还可选择“前三位小复
式+后两位形态组合”的投
注方法，其重点在前区，确
保“列三”中千元奖金。投
注者多以8~54元小复式兼

带后两位投注。
其特点是前后重点兼

顾，灵活机动。购彩者投注
时，最好先将“排列三”小复
式单独投注，再分析投注

“排列五”。倘若“排列五”
未中，“排列三”千元奖金也
能收回投资，盈余再跟踪投
注。

“前三位单式+后两位
复式”，也不失为一个方
法。购彩者在测号时，先选
出感觉比较好的单式，将其
看作一个“胆”，然后对后两
位号码全包。其特点是只
要“排列三”号码测中，即可
中“排列五”大奖，类似于

“排列三”定位包胆法。
中体

人大代表“点赞”体彩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社会就
充满活力，国家就繁荣兴旺。
将体育事业与人民、社会、国家
紧密相连，强调了体育事业不
但可以为国争光，更能为民谋
福、为国增利。

中国体育彩票无疑就是凸
显我国体育事业公益功能、塑
造功能、社会融合功能的重要
落脚点。上周刚刚落幕的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不
少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都
对体育、体彩给予的帮助表示
了感谢，为体育、体彩“点赞”。

第一次走上“代表通道”，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宜春市
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
支月英流泪了。40年前，支月
英任教的学校漏风漏雨、泥巴
房、破窗子，但现在，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当地乡村学校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还专
门提到了当地体育部门、体彩
部门对学校体育硬件设施给予
的帮助，她说：“之前我都是自
己花钱为孩子们购置体育器
材，但现在体育部门、体彩部门
为我们安装了乒乓球台、溜溜
板等体育设施，极大丰富了同
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

和支月英感受类似的还有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临夏回族
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
拉族自治县吹麻滩小学校长董
彩云。她一直强调，扶贫也是

扶智，而体育教育无疑是最好
的切入点。董彩云说：“近些年
当地体育部门、体彩部门给予了
我们不少支持，从体育用具到大
型体育器材都有，但我更希望相
关部门可以对我们现有教师的
体育教学技能进行集中的拔高、
提升，让他们为基层教育质量的
提升贡献更大的力量。”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体育
彩票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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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7月，国务院扶贫办、国
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的体育扶
贫工程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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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贫的
同时，体彩公益金更在“扶智”
方面投入力量，多年来的“公益
体彩快乐操场”活动深入三区
三州等重点贫困地区，不但给
当地学校送去了急需的体育用
品，更带去了由奥运冠军和体
育名将现场指导的体育课程和
体育培训。2019年体彩公益
金支持的体育支教活动也将再
度开始，会有更多的体育教师
和体育专业人才前往贫困地区
学校，施行更具深度和广度的
体育扶贫扶智活动，弥补当地
体 育 师 资 不 足 的 问 题 。

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