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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2969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12期中奖号码
3 9 17 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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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664元，中奖
总金额为176393元。

中奖注数
2 注

299 注
6016 注
217 注
188 注
26 注

635985 元
15142 元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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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 注
12 注

225 注
669 注

6608 注
11858 注
71347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5 注

17 注
206 注
345 注

2393 注

05 07 10 19 25 27 30 12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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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936元。

中奖注数
301 注
465 注

0 注

中奖号码：9 2 2
“排列3”第19112期中奖号码

5 4 5
“排列5”第19112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48期中奖号码

前区06 10 16 29 33后区05 11

5 4 5 9 9

领奖现场要捐1000万

“我要捐款，1000万元。”
一见到兑奖工作人员，3亿元
巨奖得主邓先生的第一句话
就让工作人员震惊了。

“这几天都没睡好，中了
这么大的奖，肯定要做善事。
捐出这1000万元，我心里坦
然了，回去肯定能睡个好觉。”
邓先生话不多，也不愿意透露
更多信息。邓先生是一个非常
谨慎的人，面对“软磨硬泡”的
采访，偶尔才冒出一两句话。

原来，他也不是第一时间
就知道自己中奖了，而是在开
奖后第二天晚上翻看新闻时，
看到泰安中出大乐透3亿元
大奖的消息，才想起核对自己
买的彩票。这一看彩票不要
紧，邓先生彻底失眠了。

继续工作该干啥干啥

据了解，邓先生的中奖彩
票，是一张5注的单式多期投
注票，打了30倍、6期，5注号
码后区号码都是“02、06”，前

区号码也比较接近。在一波
好奇的追问之下，邓先生才挤
出了两句话：“习惯了，我做生
意经常出差，每次都是打多期
票。后区两个号是我老婆生
日，前区号码是我自己组合的。”

由于后区号码相同，前区
号码相近，这张彩票不仅让邓
先生中得3亿元巨奖，还让他
收获了四等奖、六等奖、八等
奖各30注。

面对巨奖，邓先生表示：
“日子该咋过还咋过，不会改
变生活，会继续工作。”河体

上周（4 月 22 日~4 月 28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销售约3.39亿元，通过销售
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约0.82亿元，其中的一半约
0.41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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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1亿元，
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

集公益金约13.15亿元，其中
用于我省和上交中央的体彩
公益金各约6.57亿元。上缴
中央的体彩公益金60%用于
补充全国社保基金，约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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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一个重要历
史节点，这是新中国成立70
年、新中国体育70年的里程
碑时刻。

2019年，在中华大地一
片春意盎然之时，中国体育彩
票也迎来了25岁，和欣欣向
荣、蒸蒸日上的祖国一道，与
拼搏向上、锐意进取的中国体
育一起，中国体育彩票从无到
有，从起步创业到奋进超越，
从体育事业生命线到公益事
业助推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国家公益彩票的基本属性和
责任担当。

25年，中国体育彩票累
计筹集超过4500亿元公益金，
被广泛用于中国体育事业和社
会公益事业，万千国民受益良
多，国家公益彩票泽被深远。

25年，中国体育彩票的
每一次进步，都是全国体彩人
和购彩者责任意识和公益精
神的体现，万千人参与的公益
事业，不但成就了无数感人的
公益瞬间，也铺就了很多人内
心的理想家园。在诞生了数
千亿公益金福祉的同时，更为
社会贡献无数的精神财富。

对于一个人而言，25年
刚刚开始，正是弱冠虽过，而
立未到，岁月青葱的时代；对
于一个事业而言，25年正在
盛年，正是发光发热，精耕细
作，丰富积累的时期。

“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
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
连。”中国体育彩票，是全国万
千体彩工作者用辛勤与汗水
共同凝结而成的事业，其中的

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中平
凡的一员，在国家和民族伟大
复兴的过程里，每一个平凡的
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方式和
位置。中国体育彩票带给人
们一起参与到其中的契机，在
矢志不渝追求伟大复兴之梦
的过程里，每一个中国体彩
人，都是时代的追梦人。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
兴则体育兴。”时代的重托，最
强音的召唤。

上一个25年已经过去，
未来之路就在眼前，临沧海者
定下蹈浪之心，仰高山者必有
飞天之志。以“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迎
难而上，奋斗不息，创造中国
体彩、中国体育和中国公益事
业下一个25年奇迹。 河体

4月27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47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3、04、10、16、32”，后区开
出号码“04、09”。当期以3.01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1.08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7注一
等奖。其中3注为1800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
投注一等奖，分落河北（2
注）、福建；4注为1000万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花落山东、
湖北、广东和重庆。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的2
注1800万元一等奖分落石家
庄、张家口。其中，石家庄中
出的，是一张5注15元投入
的单式追加票；张家口中出
的，是一张1注号码、3元投入
的单式追加票。

福建中出的1800万元一
等奖出自福州，中奖彩票为一
张12+2复式追加票，单票擒
奖1815万元。

山东中出的1000万元一
等奖出自枣庄，中奖彩票为一
张5注10元投入的单式票。
湖北中出的1000万元一等奖
出自宜昌，中奖彩票为一张
6+2复式票，中出一等奖1注
及四等奖5注，单票擒奖1001
万元。广东中出的1000万元
一等奖出自深圳，中奖彩票为
一张15+2复式票，单票擒奖
1026万元。重庆中出的1000
万元一等奖出自九龙坡，中奖
彩票为一张9+2复式票，单票
擒奖1007万元。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来自河北和福建的

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
面要多拿了800万元，从而使
得单注追加投注一等奖达到
了封顶的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107注，每注
奖金为41.93 万余元。三等
奖中出 146注，单注奖金为
10000元。四等奖中出1176
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五
等奖中出16335注，单注奖金
为 300 元 。 六 等 奖 中 出
34929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31119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
出850837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 8944213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54.38亿元滚存至4月29
日开奖的第19048期。河体

河南体彩上周（2019年4
月22日~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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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
元~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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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捐款，1000万元”
大乐透第19041期3亿元巨奖得主现身领奖

即使中了3亿元巨奖，也不想生活因此而改变，而且张口就要捐款，一捐就
是1000万元！近日，大乐透第19041期3亿元巨奖得主现身山东省体彩中心
办理兑奖手续，留下了只言片语和极富爱心的1000万元捐款，便飘然而去。

体彩追梦25载

不负时代重托 更将奋斗不息

第19047期

大乐透开出7注一等奖

今年省体彩
已筹公益金13.15亿元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