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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91期中奖号码
1 6 8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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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48元，中奖
总金额为109745元。

中奖注数
0 注

268 注
5367 注
287 注
266 注
15 注

1122268 元
17813 元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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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9 注

263 注
635 注

8611 注
11114 注
9239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 注
0 注

21 注
22 注

313 注
474 注

316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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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注1800万得主现身领奖
焦作购彩者3元单式追加命中大乐透头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杨惠明

3月30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9035期开奖，当期全
国共开出5注头奖。其中2
注为追加投注，单注奖金
1800 万元，分落河南、吉
林。河南中出的这注1800
万元追加头奖，出自焦作市
高新区万鑫商城北区二排
1304号4108110034101体
彩网点。中奖彩票为一张1
注号码、3元投入的单式追
加票。

4月4日上午，大奖得
主赵先生现身河南省体彩
中心领走了他的幸运大

奖。据赵先生介绍，他十五
六年前开始接触体育彩票，
各种玩法都会买一点，最喜
欢的是大乐透。作为一名
老购彩者，赵先生购彩心态
一直很好，“每次只买1注号
码进行追加，只有3元钱，权
当娱乐，还为公益事业做贡
献了！”当说起选号经验，赵
先生说：“我喜欢守号，但有
时候也会看看走势图，凭感
觉选上一注，这次就是我随
便选的，居然中了大奖。”

每次买完彩票，赵先生
并没有关注开奖的习惯，都

是攒上几期大乐透，一起在
手机上查看开奖结果。领
奖的前一天，赵先生又把攒
了几期的大乐透拿出来对
照开奖结果，这一查把他给
惊着了，“那么大一个奖落
到我头上，当时有点蒙！”

关于奖金的用途，赵先
生表示会用一部分买房子，
剩下的慢慢规划。赵先生
表示会继续支持体育彩票，
为公益事业出一分力。

据悉，大乐透新规实施
以来，河南购彩者分别在第
19019 期、第 19024 期、第
19034期分别中出一等奖一
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美
中不足的是，都没有进行追
加投注，少拿了800万元的
奖金。在3月30日晚开奖的
大乐透第19035期，焦作购
彩者终于弥补了遗憾，中出
1800万头奖，这也是新规实
施以来，河南购彩者中出的
第一注1800万元大奖。

购买大乐透的资金，
36%将作为体彩公益金，用
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可以
说每一位购彩者都是慈善
家！祝广大购彩者在量力
而行支持公益事业的同时，
能够收获幸运！

扶贫征途上
国家体彩中心再获“突出贡献奖”

4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扶贫基金会2018年度捐赠人大会暨成立三
十年座谈会上，国家体彩中心因连续14年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开展“中国
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项目被授予“突出贡献奖”。河南体彩中心也因连
续6年积极参与该项目而再一次与国家体彩中心同登领奖台。

扶贫济困 公益初心

以建设负责任、可信
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
益彩票为目标的中国体育
彩票，扶贫济困、服务民生
是其天然使命，也是公益初
心。尽管2005年国家体彩
中心开展“中国体育彩票·
新长城助学基金”项目之初
定的是“十年之诺”，即承诺
在十年内出资400万元，用
于资助全国各地优秀贫困
大学生，但十年承诺超额兑
现后，国家体彩中心并没有
停止脚步，而是把其塑造成
品牌公益项目继续开展，并
加大了资助力度。

在国家体彩中心捐赠
的基础上，河南、辽宁、西
藏、湖南、重庆、宁夏、内蒙
古、湖北等地方体彩中心也
配套资金积极参与，帮助更
多贫困学生圆大学梦，将该
品牌公益活动做得越来越
响亮。截至目前，国家体彩
中心与各地方体彩中心已

共同为该项目累计投入
1057.25 万余元，资助优秀
特困大学生2131人。

教育扶贫 重要抓手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
扶智”，扶贫工作方面，为引
导受助者增强自我“造血功
能”，教育扶贫是重要抓手。

2007年起，体彩公益金
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就开始支持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教
育领域的公益项目。2011
年开始推动“滋蕙计划”“励
耕计划”“润雨计划”三项教
育助学项目顺利开展。据
统计，仅2018年，“滋蕙计
划”受助学生就超过15万
人；“励耕计划”受助教师达
3万人；“润雨计划”普通高
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
资助项目资助学生15.8万
余人，“润雨计划”幼儿教师
资助项目资助教师 5000
人。

体育扶贫 再担重任

作为体育事业的“生命
线”，体彩公益金是体育事
业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体
育扶贫一直是体彩公益金
的重要使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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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彩票一直以
助力公益、助力民生、助力
体育为己任，面对扶贫重托
不会退缩，已然接过重任，
决计与全国人民一道打赢
这场脱贫攻坚战。 河体

大乐透上期开出3注头奖
河南购彩者收获其中1注

4月 6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38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5、11、16、18、27”，后区开出
号码“07、12”。当期是新规则
上市后的第20期开奖，以2.73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9848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3注一等
奖。其中，1注 1800万元（含
8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
等奖，出自江西；2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江
苏和河南。

江西中出的1800万元一
等奖出自宜春，中奖彩票为一
张 7+2复式追加票，投入 63
元，单票擒奖1803万元。

江苏中出的1000万元一
等奖出自扬州，中奖彩票为一
张5注10元投入的单式票。

河南中出的1000万元一
等奖出自驻马店，中奖彩票为
一张“前区2胆9拖+后区2拖”
的胆拖票，投入168元，单票擒
奖1006万元。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来自江西的这位幸
运购彩者，在头奖方面多拿了
800万元，使得单注一等奖总
奖金达到了封顶的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98注，每注奖
金为45.79万余元；其中29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6.63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82.43万元。

三等奖中出266注，单注
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出
753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
五等奖中出14772注，单注奖
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25279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36618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出
686709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6904368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69.35亿元滚存至4月8日
（周一）开奖的第19039期。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2019 年 4
月1日~4月7日）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大奖共1个，奖金为5
万元~10万元。

目前热销票种：“运”（面值

20元）、彩运来（面值10元）、天
作之合（面值10元）。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
生活！

河体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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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638元。

中奖注数
1166 注

0 注
1234 注

中奖号码：5 2 6
“排列3”第19091期中奖号码

0 3 5
“排列5”第19091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39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12 18 26 35后区06 12

0 3 5 4 4

领奖现场 省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