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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10643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54期中奖号码
03 0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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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66元，中奖
总金额为268143元。

中奖注数
12 注

446注
5986 注

142 注
219 注

35注

1510037 元
25229 元

2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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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 注
9注

182注
637 注

6969 注
12026 注
83280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2 注
8 注

201 注
287 注

2364注

05 09 14 22 25 27 28 16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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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048元。

中奖注数
468 注

0 注
484 注

中奖号码：6 3 2
“排列3”第19154期中奖号码

3 7 8
“排列5”第19154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66期中奖号码

前区04 10 11 18 31后区05 08

3 7 8 3 8

6 月 3 日晚，大乐透第
19063期开奖，前区开出号
码“05、08、15、18、21”，后
区开出号码“04、08”。当
期全国共开出7注 1000万
元基本头注一等奖，我省
商丘购彩者有幸收获其中
一注。中奖彩票是一张90
元“前区 3胆 10拖+后区 2
拖”的胆拖复式票，该票出
自商丘宁陵县建设西路财
政局西的4114230017号体

彩网点。
6月5日上午，商丘大奖

得主臧先生来到河南省体彩
管理中心领奖。可能是怕暴
露身份，臧先生“全副武装”，
用帽子、眼镜、口罩把自己捂
得严严实实。刚开始还有点
紧张拘束的臧先生，一说起
购彩，话匣子慢慢打开。

据他介绍，自己是个90
后，虽然年纪轻，购买大乐透
却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买彩

票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固定，
走到哪儿买到哪儿，没事了
喜欢研究一下走势图，一般
情况下都是自己选号，期期
都买一点。”

6月3日，又是大乐透的
开奖日，臧先生路过财政局
附近的4114230017号体彩
网点，拿出了上一期的大乐
透彩票让销售员照打，“当时
懒省事，随便看看走势图，就
把上次票上的后区号码‘11’
改成了‘04’”。而就是这一
小小的改动，成就了臧先生
的大奖梦。

“以前也有跟大奖擦肩
而过的时候，但是这一次实
实在在给我一个大惊喜！”当
天晚上就得知自己中奖的臧
先生，马上把这个喜讯跟家
人分享，并决定等自己心情
平复一天之后再去领奖。“为
了顺利领奖，我还上网查了
一下领奖‘攻略’，哈哈！”他
不好意思地笑了。

关于奖金的用途，臧先
生表示，回家会跟父母商量
后再做规划。

海口私企老板中500万
“奖金先还欠款”

近日，在体彩七星彩第
19046期开奖中，海口彭先
生凭借一张5注10元投入的
单式票，中出1注 500万元
头奖。

彭先生买七星彩已经有
四五年。“每期都买，每次都
机选10元。”彭先生说，自己
是一个体育爱好者，知道发
行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主要
用于支持体育公益事业，对
体育彩票颇有好感，尤其热
衷七星彩玩法。他用坚持购
买七星彩的方式来支持体彩
公益事业。

当期开奖日前一天，彭
先生加完班来到公司附近的
一家体彩店，让销售员机选
了5注七星彩号码。对于他

来说这个习惯已经保持很久
了。没想到，当期开奖后，彭
先生买的那张机选票击中1
注500万元大奖！

“这笔奖金来得太及时
了，主要用来还欠款，然后继
续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
彭先生说，他目前经营一家
公司，经营过程中资金短缺，
还有部分欠款，这笔奖金不
仅帮他缓解了燃眉之急，还
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事业。

西安购彩者守号中大奖
第一时间告诉媳妇

5月12日，在体彩七星
彩第19054期开奖中，西安
王先生凭借一张5注10元投
入的单式票，击中 1注 500
万元一等奖。

王先生今年40岁，是个

体彩迷，特别喜欢七星彩，习惯
采用守号进行投注。这次中
奖的七星彩号码守了一年多。

王先生说，他买彩票有
9年多，喜欢用手机号码作
为选号灵感，再编成号码进
行投注，“因为七星彩的号
码要排序对位，所以趣味性
更强”。

5月11日晚，王先生陪
着媳妇散步，路过彩票店买
了这张彩票。他说，在这之
前，300 元的四等奖中过 4
次，此外没中过啥大奖，但因
为喜欢体育彩票，所以中不
中奖都没太在意。

王先生说，得知中奖还
是非常激动，第一时间就把
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媳妇。这
500万元奖金对他们这个家
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能给
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中体

河南体彩上周（6 月 3
日~6 月 9 日）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大奖共 6 个，其
中：1 万元~5 万元 3 个，5
万元~10 万元 2 个，25 万元
1个。

目前热销票种：30元面
值的有大吉大利、宝石之王、
好彩头；20元面值的有运、7、

点石成金、中国红、金孔雀；10
元面值的有跃龙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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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的有小元宝、甜蜜蜜、麻辣
6、中国红；2元面值的有太空
寻宝。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
生活！ 河体

上周（6 月 3 日 ~6 月 8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销售约2.13亿元，通过销售体
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
0.56亿元，其中的一半约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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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亿
元。

2019年，河南省已销售
体育彩票总量约72.58亿元，
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
集公益金约17.47亿元，其中
用于我省和上缴中央的体彩

公益金各约8.73亿元。上缴
中央的体彩公益金60%用于
补充全国社保基金，约5.24亿
元。

在河南省，凡是中国体育
彩票冠名的全民健身和群众
赛事、活动，都是在体彩公益
金的支持下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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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小伙儿“全副武装”领大奖
他以胆拖票击中大乐透1005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坚持投注

两地购彩者各擒七星彩500万
七星彩作为上市较早的体彩大盘玩法，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前不

久，来自海南海口的彭先生、陕西西安的王先生，分别现身领走500万元
头奖。两位大奖得主均为七星彩的老购彩者，养成了坚持投注的习惯。

领奖现场 省体彩管理中心供图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上周省体彩
筹集公益金0.56亿元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