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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1328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61期中奖号码
3 4 16 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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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82元，中奖
总金额为164806元。

中奖注数
4 注

322 注
5500 注

245 注
263 注

15 注

0元
19048元

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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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9注

172注
497注

6274注
9378注

69912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4注
9注

255注
230注

2296注

01 03 08 09 15 21 24 23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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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778元。

中奖注数
275 注

0 注
1142 注

中奖号码：9 7 2
“排列3”第19161期中奖号码

9 9 7
“排列5”第19161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69期中奖号码

前区08 22 23 33 34后区04 06

9 9 7 3 6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领奖现场

郑州购彩者中出大乐透1800万
中奖彩票为一张4注12元的单式追加票

6月15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68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4、05、08、17、27”，后
区开出号码“06、11”。

当期全国共开出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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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江苏、河
南、云南；3注为1000万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河北、广
东、贵州。

从河南省体彩中心获悉，
我省中出的1800万元出自郑
州，中奖彩票为一张4注12元
投入的单式追加票，出自郑州
市金水区文化路与东风路口
西160米的411051642体彩
网点。据了解，这注大奖也是
大乐透新规实施以来，我省购

彩者收获的第二注1800万追
加头奖。

另外，江苏中出的1800
万元出自南通，中奖彩票为
一张9+2复式追加票，单票
擒奖1807万元。云南中出
的1800万元出自昆明，中奖
彩票为一张12+2复式追加
票，单票擒奖1815万元。

河北中出的1000万元
出自唐山，中奖彩票为一张
8+3复式票，单票擒奖1120
万元。广东中出的1000万
元出自汕头，中奖彩票为一
张“前区4胆 31拖+后区 3
拖”的胆拖票，单票擒奖
1124 万元。贵州中出的
1000万元出自遵义，中奖彩
票为一张6+2复式票，单票

擒奖1001万元。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

了追加投注，来自江苏、河
南、云南的三地幸运购彩者，
在单注一等奖方面要多拿了
800万元，从而使得单注一
等奖总奖金达到了封顶的
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71注，每注
奖金为57.06万余元。其中
25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45.64万余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02.71万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大乐
透奖池稍有下降，但仍保持
高水位。广大购彩者在投注
大乐透时不妨试试追加，好
运说不定就会降临。

“我就不戴面具，中大奖是真事！”
体彩大奖得主不再神秘 拍照不打码领走千万奖金

如果中得千万彩票大奖，
您选择“全副武装”领奖，还是
大方“露脸”领奖呢？事实是
许多彩票大奖得主选择了第
一种领奖方式，给买彩票中大
奖这件事增添了许多神秘和
想象。

6月13日，山西省体彩中
心颁奖大厅迎来了一位大方

“露脸”领奖、拍照不打码的体彩
大乐透千万大奖得主。这位来
自吕梁的购彩者A先生凭借一
张126元的“7+3”复式票一举
收获大乐透第19062期一等奖
1注，二等奖2注，四等奖10注
及若干小奖，奖金足足1052万
元。

热闹的颁奖现场，A先
生从容自若地走上领奖台，
接过颁奖牌大，接受现场记
者的采访。“能中得彩票大奖
是一件既幸运又幸福的事，
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大家
以前看到中奖者前来领奖时
都戴着面具，总怀疑大奖的
真实性，今天我就不戴面具，
向大家证明买体彩中大奖是
真事！”A先生充满豪情地笑
着和大家聊着。

问到中奖后的打算，A先
生说：“怎么花这些奖金还没想
好。但会拿出些钱来帮助身边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也
分享我中奖的快乐。” 中体

肩负时代重托 集聚万千光芒
——体彩25周年“时光隧道”传递公益温暖

25载耕耘
肩负时代重托

25年来，中国体育彩票
始终以责任为初心、以公益
为己任，志存高远，惟行惟
勤，以“青春之心”担当“青年
之责”，以“青春之志”弘扬

“爱国之情”，逐步从成立之
初的部门彩票，发展为使命
重大的国家公益彩票，持续
为社会公益发展赋能、为体
育事业进步助威。

在本次“时光隧道”活动
中，一面耀眼的光影墙成了
现场的“明星打卡点”，吸引
了众人驻足围观。墙面上，
体彩25年的发展足迹历历
在目，全国体彩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栉风沐雨，砥砺前
行，谱写了一曲奋斗的旋律。

怀着对体彩的深厚情
感，资深购彩者李大爷一大
早就赶到了武汉站活动现
场。他说：“我喜欢买体彩，
主要是因为我知道体彩给老
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做了很

多公益，这次活动，我必须过
来捧个场啊。”

六城联动
汇聚万千光芒

自“你未必光芒万丈，但
始终温暖有光”品牌活动开
展以来，体彩陆续走进天津、
武汉、广州、成都、青岛、上海
全国六城，与数以万计的朋
友一道，穿越“时光隧道”，重
温 1994-2019 的体彩奋斗
旅程。在活动现场，既有世
界冠军同台竞技，也有新朋
老友同场比拼，既可以体验

“黑科技”的魅力，也可以收
获“新公益”的温情，体彩用
真诚打造出一条有趣又有爱
的“时光隧道”，带万千观众
一起，传递温暖、向光而行。

活动最后一站，6 月 7
日，在上海新大陆广场，为了
给赛场上的中国女足加油助
威，“时光隧道”里，“颠球挑
战赛”“运球过障碍赛”轮番
上演。热情的观众们先后上

阵，比拼足球技能，给身在法
兰西的铿锵玫瑰们热情助
力。

砥砺前行
不忘公益初心

25年来，体彩始终不忘
公益初心，牢记时代使命，践
行社会责任。据统计，25年
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
集公益金超过4700亿元，广
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脱贫攻坚、教育助学、养
老公共服务、奥运争光、全民
健身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和
体育事业。

一点光一点热，汇聚成
无疆大爱；一份情一份真，将
换来和谐人间。回首过往，
25岁的体彩在风雨中前行，
在无畏中奋发，在使命中坚
守，谱写出一段关于爱与责
任的篇章；展望未来，体彩将
继续秉持公益初心，传递温
暖，集聚光芒，不负时代重
托，贡献青春力量！ 中体

当岁月的指针指向2019，在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之
际，5月3日，以“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为主题的体彩“时光
隧道”活动在天津河东万达广场亮相，寻光之旅就此展开。途经天津、武
汉、广州、成都、青岛、上海，“时光隧道”一路集聚青春光芒、传递公益温
暖，不仅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公众参与其间，还凭借“高颜值”的展台、极致
的体验和丰厚的礼品，成为今夏最潮最酷的公益打卡地。

七星彩是猜7个位置上
的号码，所以可以把它分为7
个区间，进行逐一攻破。下面
分享中奖者的一些经验和心
得，希望对买彩选号有所帮
助。

一、选单双。如果细心
观察的话会发现，号码在无规
律之中暗藏“一定规律”。从
这些“规律”中寻找下一期开
奖号码是单还是双。确定单
或双之后，选号的范围就从
10个号码演变成5个号码。

二、选大小。同样以选单

双的方法选择开奖号码的大
小（0-4为小，5-9为大）确定
之后，你会发现选号范围再一
次缩小，由5个号码变为2-3
个号码，大大缩小选号范围。

三、选冷热。在最后圈定
的号码中寻找冷码或热码，遇
到难以取舍的时候，可以用

“复式票”来解决这个问题。
购彩者在购买时可以用

15-20期号码来分析，20期以
上更好。投注时以复式为主，
这样虽然没能中出500万元大
奖，但是小奖也会中出。中体

七星彩投注经验分享

分区处理 逐一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