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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15905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40期中奖号码
2 4 6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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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526元，中奖
总金额为149319元。

中奖注数
4 注

262 注
4377 注
136 注
138 注
18 注

1119046 元
10657 元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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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15 注

230 注
815 注

7438 注
12856 注
75456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2 注

15 注
200 注
359 注

1983 注

02 03 04 06 07 10 19 25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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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546元。

中奖注数
881 注

0 注
1928 注

中奖号码：2 7 6
“排列3”第19140期中奖号码

1 5 4
“排列5”第19140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60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11 12 18 21后区08 10

1 5 4 0 2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河 南 体 彩 上 周
（5月20日—5月26日）中出万
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3个，
其中，1万元—5万元：3个。

目前热销票种，30元面

值：大吉大利、宝石之王、好
彩头；20元面值：运、7、点石
成金、中国红、金孔雀；10元
面值：跃龙门、中国红、绿翡
翠、通吃、十倍幸运、彩运

来、翻倍赢、天作之合；5元
面值：甜蜜蜜、麻辣6、中国
红；2元面值：太空寻宝。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 河体

开奖60期，好运不间断

今年我省购彩者已揽30注大乐透头奖

开奖60期
全国头奖310注

5月27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19060期头奖空开。截至
当期，今年大乐透已开奖60
期，共开出310注头奖。

在头奖注数方面，单期
10注以上的占8期，分别是
第19004期11注、第19008
期15注、第19039期11注、
第19040期11注、第19041
期33注、第19043期17注、第
19045期36注、第19054期
29注。另外，头奖轮空的情况
也有6期，分别是第19003期、
19007期、19009期、19028
期、19030期和19060期。

在头奖奖金方面，自2
月20日第19019期，大乐透
开始实施新规则之后，头奖
奖金保持在1000万水平，
其中不乏1800万追加头奖
的中出。新规前的18期开
奖中也有 10 期都开出了

1000万头奖，让购彩者收获
足额的奖金。

值得一提的是，新规则
的实施犹如给体彩大乐透
装上了一台强劲有力的发
动机。在短短40天的时间
内中出3个亿元大奖。3月
9日的第19026期，江苏购
彩者以一张5倍投注的复式
追加票中奖1.11亿元。4月
13日的第19041期，山东购
彩者以一张30倍投注的单
式票中出3亿元。4月17日
的第19043期，青海购彩者
以一张10倍投注的单式追
加票中出1.8亿元。

河南30注
最高奖金6366万元

数据显示，今年大乐透
已开奖的60期中，河南购彩
者共揽入30注头奖，花落8
地，分别为三门峡10注、郑
州7注、南阳5注、信阳3注、

新乡2注，焦作1注、驻马店
1注、许昌1注。

三门峡购彩者以一张10
倍投注的单式票，中得大乐
透19008期10注636万元头
奖，累计奖金6366万元。郑
州购彩者以一张5倍投注的
单式票，中得第19039期5注
1000 万元头奖，累计奖金
5000万元。南阳购彩者以一
张2倍投注的单式票，中得第
19039期1000万头奖，累计
奖金20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大乐透
新规实施以后，我省唯一1
注1800万追加封顶头奖落
入焦作购彩者手中，中奖彩
票是一张1注单式追加票，
奖金1800万元。

另外，这 30注头奖中
也有购彩者合买所中，例如
第19034期，信阳78人“合
买团”收获1111万元大奖，
部分中奖者还选择露脸领
奖，见证体彩大奖公信力。

上周河南体彩筹集公益金0.71亿元
上周（5月20日~5月26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销售约2.84亿元，通过销售
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约0.71亿元，其中的一半约
0.35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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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半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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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亿元。

2019年，河南省已销售体
育彩票总量约67.45亿元，通过
销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
金约16.16亿元，其中用于我省
和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各约
8.08亿元。上缴中央的体彩公
益金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约4.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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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无论您是否购买体育
彩票，都将从中受益！

河南体彩“顶呱刮”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体彩公益金课堂】

河体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不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
行、依法销售的国家公益彩票。体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奖金、发行费和公益金，彩
票资金构成比例由国务院决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法律援助、城乡医疗救助、扶贫、残疾人救助、红十字
事业、赈灾救灾、农村养老服务、文化事业等。

2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比例为：中央50%（其中：补充社会保障基金30%，中央专

项彩票基金15%，国家体育总局2.5%，民政部2.5%）；地方50%。

河南省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概况：中央50%；地方50%
（使用单位：省体育局，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省财政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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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奖不停歇，好运不间断。截至目前，体彩大乐透今年已经开奖60
期，共开出310注头奖，给购彩者不断带去惊喜。其中，河南购彩者收获
30注头奖，分落郑州、三门峡、信阳等8地，尤其是三门峡购彩者收获10
注头奖，成为最大赢家。

对于七星彩的玩法，多
掌握一种技巧，中得大奖也
就多了一分机会，多一重把
握，下面为各位分享七星彩
简单算法中的六个技巧和两
大不变规律：

六大技巧

1.七星彩奖号相加得出
的数值被称为和值，在历史
记录中，和值的均值点位在
31.5，因此，未来的出奖中，
我们会以31.5这个数值为中
心，再结合上一期的和值走
势，将振幅锁定在10点以内
最佳。

2.每一期出奖中的小
号、单号、直落号、斜直落号
和旺号，都需重点关注，新一
期的胆码很有可能在此产
生。

3.冷码不能过度走冷，
每期冷码需关注 1-2枚为
佳。

4.合理运用复式。复式
走势和复式包号以第4位为
中心，3、5位为辅。

5.相同号码在相同位置
出奖达到3期的，在未来一
期中可大胆排除。

6.追号也是一种特有的
选号方式，看好的一枚号码，

不能因为一两期未中就直接
放弃。

两大规律

第一：个数规律。个
数，就是指前一期的奖号
中，开出几个不重复的数
字。它是选择号码时一个
重要的前提，个数越少，意
味着重复数越多。根据大
数据统计，七星彩开奖号码
一般由3、4、5、6、7五种个
数组合构成，其出号个数的
可能性，从高到低依次是5、
6、4、7、3。所以彩民组合投
注七星彩时，首先关注5个
号码构成的一期奖号，其次
关注6个。

第二：大小规律。在七
星彩的号码中，0-4 为小
号，5-9为大号，理论上，每
一位开出大码或小码的几
率是一样的，但事实是，随
着开奖次数的增加，每一位
的大小比会出现明显偏
差。而通过统计数据发现，
大小比出现最多的是 4∶3
和3∶4，其次是2∶5和5∶2，
所以当我们能确定某几位
号码的大小形态后，就能确
定剩下那些不确定位置的
大小形态。 中体

七星彩选号：
六大技巧+两大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