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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1556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68期中奖号码
3 10 1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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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32元，中奖
总金额为141955元。

中奖注数
4 注

323 注
4661 注

122 注
129 注

12 注

1061592 元
13922 元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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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 注
16 注

288 注
851 注

7613 注
14198 注
85262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6 注

19 注
173 注
344 注

2201 注

07 10 15 16 21 24 28 25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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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982元。

中奖注数
307 注

0 注
956注

中奖号码：0 6 1
“排列3”第19168期中奖号码

7 0 3
“排列5”第19168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72期中奖号码

前区02 04 06 09 18后区07 10

7 0 3 2 9

河南省扶贫办近日将
2019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中央
彩票公益金分配情况进行
公示，2018 年脱贫摘帽的
33个县每县将奖励600万
元。

据了解，资金来源分别
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央
彩票公益金。其中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包括中央第二
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6899
万元，包括发展资金75101
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529 万元，以工代赈资金
990万元，国有贫困农场资
金91万元，国有贫困林场资
金188万元。

中央彩票公益金方
面，按照每县2000万规模
安排，河南省 4 个县彩票
公益金共 8000 万元。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方
面，按照突出脱贫工作成
效、坚持客观因素分配、突
出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原则
分配。此次实际安排成效
考核奖励资金 45750 万
元，对2018年脱贫摘帽的
33个县按照每县600万元
标 准 奖 励 19800 万 元 。
2018年度绩效评价奖励标
准拟按照评价结果分配，
共计21950万元。

据悉，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是以体育彩票公益

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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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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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体

没想到“小目标”居然实现了！
大乐透亿元得主现身领奖

6月17日晚，体彩大乐透又一个亿元大奖花落江苏，中出大
奖的南京3201001211网点一下子成了“网红体彩店”，吸引了各
路媒体、购彩者和周边居民前去打卡。在大家还在猜测中奖者身
份时，6月19日上午，亿元大奖得主张先生已低调现身领奖。

定个小目标，
中它1个亿

张先生带来的中奖彩
票是一张2注号码的单式
票，倍投10倍，投注金额仅
为40元。该票第1注号码
命中19069期全部开奖号
码，单注奖金1000万元，总
奖金1亿元；第2注号码也
中了八等奖，单注奖金15
元，总奖金150元。

张先生介绍说：“这两注
号码都是随机选的，我买大
乐透时间挺长了，以前很少
倍投，今年大乐透启用了新
规则，我发现基本投注头奖
都能拿到1000万元，想想之
前首富说的‘先定一个小目
标，赚它1个亿’，我倍投10
倍，不是正好1个亿嘛！我
就是定了个小目标，没想到
真的实现了。”说这话的时
候，张先生笑意盈盈。

定下了这个小目标后，

张先生开始一期不落地购买
大乐透，每期随机买上1注
或者2注号码，倍投10倍。
19068期，张先生购买的1
注号码中了九等奖，10倍奖
金共50元。于是，他就在6
月17日傍晚去兑奖的时候，
用这笔奖金随机选了2注
19069期的号码，同样是倍
投10倍，花了40元，还找回
了10元。

目标实现了，
梦想还要再奋斗

6月18日，张先生的朋
友圈被“南京中出大乐透1
亿元大奖”的新闻刷屏了，
张先生的第一反应是“谁
这么好运气，真是令人羡
慕嫉妒”。想起自己也买
了彩票，他掏出了那张彩
票，先看了一下后区号码，
发现第一注的后区对上
了，他以为自己又中了九

等奖，心想还不错，下期买
彩票又不用掏钱了。等他
看完前区号码，不由自主
地倒吸一口凉气，全身起
了鸡皮疙瘩，因为前5个号
码居然也都对上了，这意
味着他就是那个1亿元大
奖的得主！当晚，一向睡
眠良好的张先生失眠了。

经过一天的调整，感
觉自己心情平复了很多，
张先生就来领奖了。办理
兑奖手续期间，张先生提
到，这个亿元大奖让他与
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我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中
大奖对我来说，其实更多
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
因为这个大奖，以后很多
事情我做起来可能不会再
像以前一样畏首畏尾，而
是敢放开手脚去干了。不
过，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
先回家缓缓，这两天感觉
就像做梦一样。”河体

6月25日夏季杯赛提点：

铿锵玫瑰面临恶战
女足世界杯继续1/8决

赛的进程，中国女足也将在
淘汰赛中亮相。

以B组第三名出线的中
国女足，面对的是C组小组第
一名意大利女足。值得一提
的是，意大利女足也是6个小
组头名球队中，唯一没能在小
组赛中拿到全胜的，与她们同
组的是澳大利亚、巴西和牙买
加女足。过去7届女足世界
杯，中国女足入围决赛圈6次，
最差战绩也是8强。

在最新一期女足世界排
名中，中国队排名第16位，意
大利则排名第15位。两队历
史上共有过6次交锋，中国女
足以2胜1平3负略处下风。
就排名和往绩交锋而言，两
支队伍看似属于同一档次。
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女足的
实力与欧洲二流队伍之间可
能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另外，意大利女足与中国
女足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
牙女足风格相近，相对来说更
加灵活多变且身体优势更为明
显，以中国女足对阵西班牙女
足时的窘况，对阵实力只强不
弱的意大利女足，铿锵玫瑰们
所面临的难度可想而知。

非洲杯有两场F组第一
轮的比赛，分别是喀麦隆VS

几内亚比绍和加纳VS贝宁。
喀麦隆是本届非洲杯的卫

冕冠军，在此前参加的18次非
洲杯中9次进入四强7次闯进
决赛并5次夺冠。在上届夺冠
的阵容中，仍然入选了本届非
洲杯名单的只有10人，其中包
括目前在中超效力的上届非洲
杯最佳球员巴索戈。

几内亚比绍是第二次参加
非洲杯，两年前他们在首次非洲
杯之旅中3战1平2负，但是所
在的小组中拥有最终的冠军得
主喀麦隆和季军布基纳法索，而
球队取得的唯一积分就是小组
赛首战1比1战平了东道主加
蓬。这支队伍目前只有三号门
将埃迪马尔在国内踢球。

加纳是闯入非洲杯决赛次
数最多的队伍，过去6届非洲杯
全部晋级四强。加纳队这次非
洲杯阵容中除了哥伦布机员后
卫门萨以及在南非联赛踢球的
门将奥福里之外，其余21人都
效力于欧洲各国联赛。

贝宁队是第四次参加非洲
杯，此前三次参赛都是小组赛阶
段出局，9场比赛1平8负，进4
球失20球。23名球员中的21
人效力于海外，其中18人来自欧
洲各国联赛。但球队年龄跨度
较大，几名核心老将已非巅峰期，
年轻球员还尚显稚嫩。 河体

因为大乐透前区是 5
个号码，用胆拖投注法是很
实际的一种实战方法，那么
如何挑选胆码呢？下面分
享几种定胆方法：

旺区落“胆”。也就是
说在最近几期开奖号码中
的热号区里选择胆码。例
如，最近5期开奖号码在中
区12~22区间出号比较密
集，那么就要在这个区域
里选取3个胆码。这样选

择的理由是热码恒热原
理，即号码在一段时间内，
总是在某个区域相对集中
出现。

边缘捡“胆”。即在边
缘码“05、10、15、20、25、
30”及“01、06、11、16、21、
26、31”共13个号码中，巧
妙地捡出胆码。之所以把
边缘码作为胆码的一种选
取方法，是因为从超级大
乐透的历史中奖号码来

看，几乎每一期都会在具
备这种特性的号码中出现
2~3个。

隔期追“胆”。在选择
本期胆码时，仔细分析上一
期的摇奖号码，考虑每个号
码的冷热程度、奇偶情况，
从总体上研究比较重点号
码的惯性和惰性现象，按照
隔 3期出现或隔 5期出现
的特征，把这样的号码确定
为胆码。 中体

彩票公益金助力精准扶贫
河南33个县脱贫摘帽

大乐透技巧分享：胆拖投注如何挑选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