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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2

每注金额
2117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92期中奖号码
2 8 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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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28元，中奖
总金额为307416元。

中奖注数
7 注

508 注
7695 注

359 注
290 注

29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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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858元。

中奖注数
320 注

0 注
780 注

中奖号码：6 3 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96636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18394311元。

红色球

11
蓝色球

05 06 09 18 23 31

第201904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661238 元
104480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8 注
159 注

2510 注
93201 注

1540542 注
11320428 注

2 注
8 注

97 注
3872 注

62825 注
508469 注

“排列3”第19092期中奖号码

5 1 2
“排列5”第19092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40期中奖号码

4 8 1 4 8 8 2

5 1 2 6 5

四月刚刚开始，河南体
彩就喜讯频传。4月6日开
奖的大乐透19038期中，驻
马店购彩者刚刚收获 1 注
1000万头奖，紧接着在4月
8日开奖的大乐透第19039
期中，河南彩民又夺7注头
奖，其中2注花落南阳，另外
5注花落郑州。

4月9日，南阳大奖得主
张先生来到省体彩中心领
奖。他的中奖彩票出自唐河
县文峰路与职专路交叉口
4113280032101体彩网点，
是一张20元2倍投注的单式
票，中奖金额为2000万元。。

等待兑奖的过程中，张
先生聊起他的中奖经历：“真

的是太幸运了！知道自己
中奖的时候，感觉跟做梦一
样！”据了解，张先生做生
意，三年前开始接触彩票，
在他看来，买彩票也是一种
投资。

“我平常买的次数不多，
就是每次碰到彩票店，都会
进去买点。”张先生说，因为
觉得各种选号技巧太麻烦，
自己懒得去琢磨，每次都是
机选然后倍投。“为了凑整
100元，我这次一共机选了4
张大乐透彩票，其中两张是2
倍20元的，另外两张是3倍
30元。”正是其中一张2倍投
入的大乐透彩票的第五注号
码击中当期头奖。

张先生坦言，虽然收获
2000万的巨额奖金，但是不
会影响自己的生活，领完奖
回家后会慎重考虑，好好规
划。另外，张先生表示，会用
一部分奖金回馈社会，为公
益事业做出贡献。

4月2日下午，经过漫长
的等待，洛阳双色球大奖得
主张先生终于现身领奖。据
悉，张先生采用复式“6+16”
投注，出自洛阳41530616投
注站，除了命中双色球第
2019030期头奖，还收获当
期二等奖 15 注，单票擒奖
815万元。

据了解，张先生是福彩
的老彩民了，购彩已有十几
年，平时他购彩没有固定的
习惯，有时自己选号，有时机
选，几乎没有守过号。“这一
次中奖也是我选的号码，就
是觉得这些号码可能会开出
来，就选了复式投注。”问及
为什么等了半个月才来领

奖，张先生说：“我报了个旅
行团出去旅游了，旅行过程
中，我才知道自己中奖了，反
正大奖也跑不了，回来再兑
奖也是一样的。”

更幸运的是，除了这张
大奖彩票，当期张先生购买
了另外一张复式“6+2”票，
10倍投注，命中 20注二等
奖，再揽奖金 260 多万元。

“我当时觉得这组号码还不
错，于是又打了一注复式‘6+
2’，觉得自己的感觉和选择
很好，也真的很幸运，好事成
双。”张先生兴高采烈与兑奖
厅工作人员分享这份喜悦。
兑奖后，张先生表示还会一
如既往支持福利彩票。豫福

四月迎好运，近期漯河市
中福在线接连传出喜讯，两天
中出两个全国累积大奖，使得
近年来漯河收获累积大奖数
量增长至72个。

4月 6日 18：39，漯河市
中福在线黄山路销售厅传来
喜讯，幸运彩民刘先生，在“连
环夺宝”游戏第二关拍出20
个绿宝石，由于奖池资金不够
充沛，只中得了 12 万元大
奖！4月 7日 19：20，漯河市
中福在线临颍县销售厅传来

喜讯，幸运彩民贾先生在“连
环夺宝”游戏第三关拍出25
个红宝石，喜中25万元大奖，
现场彩民羡慕不已。

中福在线视频彩票自上
市以来，以其轻松娱乐的特
点，受到不少彩民的追捧。目
前，漯河市中福在线在黄山
路、建设路、金山路、临颍县以
及舞阳县都设有销售厅，彩民
可在体验中福在线的同时，为
福彩公益事业做贡献的同时，
还能收获惊喜与好运。 豫福

上周（4 月 1 日~4 月 7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销售约3.32亿元，通过销售
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约0.81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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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1亿元，
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

集公益金约10.65亿元，其中
用于我省和上交中央的体彩
公益金各约5.32亿元。上缴
中央的体彩公益金60%用于
补充全国社保基金，约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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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39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1、12、18、26、35”，后区开
出号码“06、12”。本期是新规
则上市后的第21期开奖，以
2.58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
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310 万
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11注头
奖。其中，1注为追加投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1800万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出自河
北；10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别为
河北1注、上海1注、江苏1注
和河南7注。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的
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
秦皇岛，中奖彩票为一张3元
1注单式追加票。

河北中出的1000万元基
本投注头奖同样出自秦皇岛，
中奖彩票是一张2元1注单式
票。

上海中出的1000万元基
本投注头奖，中奖彩票是一张
10元5注单式票。

江苏中出的1000万元基
本投注头奖出自徐州，中奖彩
票是一张“前区1胆6拖，后区
2拖”的胆拖复式票，投注金额
30元。

河南中出的2注1000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南阳，中
奖彩票是一张单式倍投票，2
倍投注，投注金额20元。

河南中出的5注1000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郑州，中
奖彩票是一张单式倍投票，5
倍投注，投注金额10元。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来自河北的幸运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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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注，单注
奖金74.56万元。其中24注
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59.65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134.22万元。

本期，三等奖中出80注，
单注奖金为10000元。四等
奖中出 418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 9996
注，单注奖金为300元。六等
奖中出15856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20396
注，单注奖金为100元。八等
奖中出477430注，单注奖金
为 15 元 。 九 等 奖 开 出
5186711 注，单注奖金为 5
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68.35亿元滚存至4月10
日（周 三）开奖的第 19040
期。 河体

单式倍投 南阳购彩者捧回2000万
当期大乐透河南收获7注头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两张彩票助他收获千万奖金
洛阳彩民同期独揽双色球头奖1注、二等奖35注

省体彩上周筹集
0.81亿元体彩公益金

中福在线送好运

漯河彩民两天擒获俩大奖

大乐透上期开出11注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9310万元

领奖现场 省体彩中心供图

张先生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