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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919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62期中奖号码
3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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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80元，中奖
总金额为136228元。

中奖注数
7 注

188 注
3613 注

163 注
93 注
18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518582元，本省中奖总金额：40368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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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907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 元
182464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3 注
103 注

1352 注
71266 注

1271212 注
11661949 注

0 注
3 注

41 注
2644 注

49776 注
467983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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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060元。

中奖注数
293 注
243 注

0 注

中奖号码：0 3 3
“排列3”第19162期中奖号码

6 1 0
“排列5”第19162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70期中奖号码

4 2 4 9 9 7 2

6 1 0 2 3

6 月 11 日 ，双 色 球 第
2019067期开奖，当期贵州省彩
民收获39注二等奖，单注奖金
为16万元，奖金总额高达659万
元，为6位老彩民以3张合买彩
票中得。

“我们六个人是一起工作
多年的同事，平时没事就喜欢
聚在一起买买彩票，开始时大
家都是各买各的，后来发现大
伙一起买，个人投入少了，还能
多买几注，由此开始了几年的
合买。”中奖代表石先生说，他
们每期把各自看好的号码写在
纸上，放在一起研究，意见统一
后确定投注号码，由一人去买
票。中奖后奖金少的时候就滚
入下次买票的资金中，奖金多
就拿出来分一下。“这次能中得
39注二等奖对我们来说虽是喜
事，但也有遗憾，遗憾的是与一
等奖失之交臂。”

据介绍，6位彩民合买中得
39注二等奖的彩票有3张，分别
在两个投注站投注。石先生表
示，6月10日，大家定好号码后
感觉都不是太好，就说少买点，
于是投注了两张彩票，一张是
7+1复式，一张是23倍的单式倍
投票。6月11日晚，他们又在另
外一家投注站将单式票又投注
了15倍。问及当时为什么增加
投注，他们说是因为看着号码还
行，想着买得不多，就追加了15
倍。现在看来，追加这15倍是
正确的选择，不然也就没有这
659万元的奖金，这还真是应了

“幸运往往在不经意间”这句话。
最后，石先生笑着说：“我们

会继续合买，对于我们来说，买
彩票是我们发挥余热的途径，也
是丰富生活的方式，所以爱生
活、买彩票、大奖梦，缺一不
可。” 中彩

研究走势 自选号码中出一等奖
郑州女子喜领大乐透封顶头奖1800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6月15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9068期开出6注一等
奖，含3注1800万追加投注
一等奖和3注1000万基本
投注一等奖。我省购彩者有
幸收获其中1注1800万封
顶头奖，中奖彩票是一张4注
12元的单式追加票，出自郑
州市文化路与东风路交叉口
西160米的4110051642号
体彩网点。

6月 18日下午，记者
在河南省体彩中心的兑奖
室里见到大奖得主蒋女
士。现场，蒋女士落落大
方，愉快地分享了她的购

彩经验和中奖经历。
据了解，蒋女士是从5

年前开始购彩，起初只是
偶尔买买，她回忆道：“我
记得那一次，我买了2注大
乐透号码，一注是我家几
口的生日，另一注是自己
随便选的号码，结果就是
这注自己选的号码中了三
万多元！”从此之后，蒋女
士像是打开了彩票世界的
大门，情有独钟地喜欢上
大乐透。

说起大乐透的投注经
验，蒋女士津津乐道：“我
喜欢研究走势图，一般选

号前，我都会先看一下近
期前区号码的最大跨度和
最小跨度，冷号热号频率，
综合考虑之后再杀号定
胆，有时候也看感觉选几
注单式。”每次研究完走势
图后，蒋女士都会把精心
选出来的号码写到纸上，
然后拿去体彩网点让销售
员打出来。

6月 15日这天，蒋女
士自选了4注单式号码进
行了追加投注，结果大奖
就这么不经意间降临了，

“当天开完奖，我查看了开
奖号码，一看跟我彩票上
的其中一注号码全对上
了！我中了一等奖！”蒋女
士说，自从大乐透新规实
施以后，她每次买大乐透
都不忘追加，也正是这一
好习惯让她的头奖多出
800万。

问及奖金的规划，蒋
女士说道，一部分会支持
丈夫的生意、孩子的教育
基金和家里老人养老，另
外还会帮助一些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

结婚纪念日组号
小伙守号中1000万

6月3日，在体彩大乐
透第 19063 期开奖中，广
西小伙凭借一张4注8元
投入的单式票，中出 1注
1000万元一等奖。

领奖现场小伙子介绍
说，此次的中奖号码是他和
妻子的结婚纪念日组成的
号码，已经守了 3年多时
间，几乎每一期都会买。当
期开奖日下午，他用买菜剩
下的8块钱选了4注号码。

“平时买彩票我都习
惯倍投，最起码也会追加
投注。偏偏这一次，口袋
只有买菜剩下的零钱，就

只买8块钱彩票。”回忆购
彩经过，小伙子略感遗憾。
问及奖金用途，小伙子坦
言，这次的奖金打算拿出
一部分用来偿还之前做生
意时留下的债务，剩下的
再慢慢规划。

生日当天组号
夫妇携手领走1059万

前不久，在体彩大乐透
第19045期开奖中，山西的
毛先生凭借一张12+4大复
式票，中出1注1000万元
一等奖及小奖一连串，合计
收获奖金1059万元。

据介绍，开奖那天是
毛先生的生日，在庆生结

束后，妻子提议用全家人
的生日拼一组体彩大乐透
投注号码碰碰运气。这个
提议得到家人的一致赞
同，于是就购买了一张含
有多位家人生日号码的

“12+4”的复式票。
现场，毛先生妻子毫不

掩饰心中的喜悦，说：“这张
寄予了满满家人祝福的体
育彩票，把家人的梦想变成
了现实，收获了沉甸甸的奖
金，这份‘生日礼物’的分量
真是足足的！”

领奖现场，毛先生向
山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捐款8万元，并表示以后还
会助力社会公益事业，献
上爱心。 中体

千万元大奖有“爱的味道”
俩购彩者分别收获大乐透1000万、1059万

“魅力4射”福彩盛夏送清凉
河南福彩开展刮刮乐送空调、空调扇活动

为回馈彩民，河南省福
彩中心将举行“魅力4射”
刮刮乐盛夏送清凉活动。
6 月 20 日至 7 月 20 日期
间，凡购买“魅力4射”即开
型彩票，单张刮中400元奖
项的可获得空调一台，单张
刮中200元奖项的可获得
空调扇一台。

据了解，“魅力4射”是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全新推出的一款星光闪耀即
开型彩票，该款彩票面值10
元，最高奖金25万元。共有
两个玩法，其中玩法一：刮开
覆盖膜，如果刮出“魅力4
射”短语，即可获得40元奖
金。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
果在任意一局游戏中“我的
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

可获得该局“我的号码”右方
所对应奖金；如果在“我的号
码”区刮出“4”，即可获得该
局右方所对应奖金的4倍。
共有4局游戏，中奖奖金兼
中兼得。

奖上加奖，好运加倍，
目前活动即将开启，届时赶
紧行动，收获属于自己的惊
喜吧！ 豫福

6人合买 拿下39注二等奖
一号之差错失大奖，共揽双色球奖金659万元

领奖现场 省体彩中心供图

河南体彩上周（2019.6.10—
2019.6.16）中出万元以上“顶呱
刮”大奖共3个，其中∶1万元—5
万元∶2个，5万元—10万元∶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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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元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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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