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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5328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05期中奖号码
04 05 07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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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952元，中奖
总金额为194309元。

中奖注数
4注

393注
6286 注
264 注
255注
25 注

0元
40196元

2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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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5注

137 注
395 注

5769 注
8395 注

67358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注
1注
5 注

159注
237 注

1863 注

02 03 04 05 08 20 21 23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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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952元。

中奖注数
476注

0 注
1272 注

中奖号码：3 8 2

“排列3”第19105期中奖号码

4 5 8
“排列5”第19105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45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04 16 19 33后区03 12

4 5 8 6 2

4月18日，河南体彩中心
郑州东区分中心传出喜讯，体

彩顶呱刮新票“天作之合”中
出25万元大奖，中奖者是一
对年轻夫妻。

据悉，中奖者张先生的中
奖故事大概是这样的。4月
17日下午，张先生如往常一
样来到了 4101840056 体彩
网点，经销售人员介绍后购买
了5张体彩顶呱刮新票，2张

“彩运来”和 3 张“天作之
合”。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
刮到其中一张“天作之合”时，
中了25万元大奖。刮出大奖
的时候，张先生激动得不敢相
信，立刻打电话把中奖的好消
息告诉了自己的妻子。

第二天，张先生就和妻子
一同来到了体彩郑东分中心
的兑奖大厅。据介绍，张先生
是体彩的老顾客了，在体彩所

有游戏玩法里，最喜欢的就是
简单好玩的即开型彩票顶呱
刮。张先生经常会到家附近
的体彩网点买几张顶呱刮玩
一玩，每次也不多，一般在百
元以内，经常会中些小奖。对
于大奖，他自己从没想过，一
直以来都是抱着做公益的心
态来娱乐一下生活，竟没想到
大奖就这么不经意间降临了。

兑完奖后，张先生表示，
今后还会一直支持体彩事业，
继续为体彩公益事业奉献自
己的一份爱心！心怀善念，好
运相伴，理性购彩，快乐生
活。体育彩票的健康持续发
展离不开每一位心存善念的
购彩者。您所购买的每一张
即开型体育彩票金额中的
20%都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4月21日晚，七星彩第

19045期开奖，当期全国中
出1注头奖，奖金500万元。
幸运的是，这唯一一注头奖
被河南购彩者擒获，大奖出
自濮阳4109230013体彩网
点。

大奖中出网点业主吕女
士介绍，开奖当晚她就知道
自己店里中了个七星彩头
奖。“大喜事啊！这两天因为
出了大奖，慕名而来好多购
彩者，大家都想沾沾大奖的
喜气！”吕女士说，对于中奖
者没什么印象，应该不是她
店里的常客，根据票面看，这
个购彩者有可能是机选，希
望中奖者尽快去省体彩中心
领取大奖。

截至目前，今年七星彩
已经开奖45期，共开出19注
头奖。数据显示，45期开奖

中有13期开出头奖，除了第
19023 期开出 6注头奖、第
19020期开出2注头奖外，其
他期数都只开出1注头奖。

在19注头奖中，河南购
彩者收获2注，分落信阳和
濮阳。1月18日，七星彩第
19008期，当期全国唯一一
注头奖被我省信阳彩民擒
获，中奖彩票是一张2元单
式 票 ，出 自 信 阳 潢 川 县
4115260001体彩网点。这
次第19045期濮阳购彩者中
出的头奖是我省今年中出的
第二注七星彩头奖。

4 月 21 日 ，七 星 彩
19045期开奖后，3835.54万
多元滚入下期奖池，目前奖
池金额充足，广大购彩者可
以灵活运用投注方式，合理
规划投注资金，趁此机会收
获更多好运。

河南体彩上周（2019年4
月15日~4月21日）中出万元
以上“顶呱刮”大奖共2个，
其中，1万元~5万元：1个，
25万元：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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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作之合”夫妻携手领大奖
郑州购彩者喜中体彩顶呱刮25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尉涛 巫瑞

中国体育彩票发行25周年

老百姓眼中的“他”什么样？

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25年来，体彩紧跟改革开
放和时代发展大潮，经历了从起步、探索到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累计为国
家筹集公益金超4700亿元。那么，老百姓眼中的体彩究竟是什么样儿？

濮阳购彩者
喜中七星彩头奖
截至目前开奖45期，开出头奖19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健身达人
体彩陪我锻炼

王老先生是位健身达人，
他说，自己年轻时就喜欢运
动，因足球结缘足彩，从而成
为体彩的忠实购彩者。

“因为常买彩票，所以一
眼就能看到健身器材上的体
彩标志，知道那些器材是体彩
捐建的。公益金里也有我的
功劳，使用起来坦然得很。”单
杠下，王老先生踮起脚轻轻一
跃，便把自己挂了上去。

自1995年国务院颁布实
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
体彩公益金一直是该计划的
重要资金来源。数据显示，目
前超过16万条体彩健身路径
遍布城乡，全国大部地区已建
成15分钟健身圈。

乡村教师
体彩伴孩子们成长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体育教育是体彩扶贫的
重要内容。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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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
为感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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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安装体育设施，极大地丰富
了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

她说，40年前，她任教的
学校漏风漏雨、泥巴房、破窗
子，但现在拥有宽敞明亮的教
室和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这

是国家扶贫攻坚战的战果，其
中当然有体彩的付出。

此外，体彩品牌公益项目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多
年深入“三区三州”等重点贫
困地区，给当地学校送去体育
用品，带去由奥运冠军和体育
名将现场指导的体育课程和
培训。2019年体彩公益金支
持的体育支教活动将再度启
航，会有更多的体育教师和体
育专业人才前往贫困地区学
校，开展更具深度和广度的体
育扶贫扶智活动。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体彩为健康护航

人体器官捐献是红十字
事业中的重要一环。资料显
示，仅2015年至2017年3年
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每年
用于红十字事业的资金累计
已超过12.3亿元。这些资金
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实
施，主要用于人体器官捐献、
贫困大病儿童救助、失能老人
养老服务、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等项目。

全国第100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北京阜外心血管病
医院主治医师吕建华回忆道：

“2001年，我看到台湾慈济骨
髓库一位捐献者给大陆一名
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电视直播。节目最后说，中华
骨髓库刚刚重建，大部分患者还
得求助于台湾慈济骨髓库。”

“当时看完，我就打了中

华骨髓库报名电话。工作人员
告诉我，‘报名可以，但入库检
查血样需要检测费，我们现在
没有钱，得筹集钱。’等到2002
年，他们给我打电话，说筹到一
笔钱，然后才采集血样入库。
您看，一开始多艰难。”

“但是，后来就不存在这
个问题了。2003年后，中华
骨髓库每年都会得到八九千
万元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只要
报名，随时到随时检测。所以
说，体彩功劳很大。”

中奖彩票 省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