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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33466元，中奖
总金额为46391元。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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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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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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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64705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13174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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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69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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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18596元。

中奖注数
492 注
185 注

0 注

中奖号码：0 6 0
“排列3”第19169期中奖号码

0 4 1
“排列5”第19169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73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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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体彩中心迎来
了一对80后夫妻，他们来自菏泽，
中出的是大乐透1028万元大奖。

5月13日，在体彩大乐透第
19054期开奖中，这对夫妇凭借
一张8+3复式追加票，中出1注
1000 万元一等奖及小奖一连
串，合计收获奖金1028万元。

丈夫刘先生话不多，显得成
熟稳重，从只言片语中可以了解
到他平时购彩并不太多，比较随
性，没什么规律可言，主要购买
大乐透，兴致来了就买几注为生
活增添乐趣，选号主要看心情，
时间充足就自己精心挑选几注，

更多时候采用机选投注。
妻子张女士也不善言谈，直

言对于丈夫平时购买体彩也没
过多关注，因为她知道丈夫处事
一向理性。当刘先生告诉她自
己中了大奖时，她还心存疑虑，
直到兑奖之后她才松了口气，打
趣说：“没想到买彩票居然能够
中出1000多万元，感觉就像在
做梦一样。”

对于奖金的使用，夫妻俩均
表示，大奖来得太突然，一直跟
做梦似的根本无暇考虑这些，
等回去静下心来需好好规划一
下。 中体

组合生日号码 拿下2注头奖
商丘彩民单式倍投收获双色球奖金1166万元

6月 20日晚，福彩双
色球第2019071期开出头
奖22注，单注奖金为583
万多元。这22注一等奖花
落 9 地，我省彩民揽获 5

注，为当期最大赢家，其中
商丘彩民收获2注，再现大
奖福地。

21日下午，商丘的大
奖得主胡先生风风火火地

赶到了省福彩中心兑奖大
厅进行兑奖。据了解，他
采用了单式两倍投注，票
面金额8元，拿下双色球第
2019071期头奖2注，奖金
共计1166万元，出自商丘
市 睢 阳 区 市 盐 业 局 北
41140977投注站。

胡先生表示，他是福
彩忠实的老彩民了，平日
就喜欢购买双色球，基本
上期期不落，虽然只买单
式，但都是自己研究选号
的，这次大奖的中奖号码
是家人们的生日组合号。

“这组号才买了三期而已，
就帮我擒住了大奖，那肯
定得感谢家人啊，这都是
亲人们给我带来的好运
气！”胡先生说，真的很幸
运，感谢福彩，以后还会继
续支持福彩事业。 豫福

喜欢研究号码走势

濮阳购彩者喜中排列三奖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武炎

6月 17日，体彩排列
三第 19161 期开奖，开出
中奖号码为“9、9、7”。位
于濮阳南乐县光明南路的
4109230013 网点共中出
奖金104000元。

近日，中奖者葛女士来
到濮阳市体彩分中心办理
了兑奖手续。中奖的是两
张不同的直选复式票，合计

花费4640元。据葛女士介
绍，她购彩已有7年，最喜
欢购买体彩排列三，平时喜
欢研究号码走势，是位技术
型购彩者。葛女士说，购彩
方面她一直很理性，并不会
期期都买，对感觉很好的号
码才会果断进行倍投。说
起中奖经验分享，葛女士表
示，仔细研究号码走势，再

加一份好运，总归会有所收
获。

关于奖金的使用，葛女
士笑言这是购彩多年以来
中的最大一笔奖金，也让她
以后购彩更有信心，一部分
奖金会存起来，一部分会留
作购彩资金，以后也会坚持
购买体育彩票，为国家公益
事业多出一份力。

好运持续 3期开出35注头奖
上周双色球头奖零空开，奖池有所增长

上周（6月 17日至 6月 23
日），双色球第2019070期至第
2019072期，共开出头奖35注，
总销量 10.4 亿元。其中，第
2019070期开出头奖3注，单注
奖金1000万元；第2019071期
开出头奖22注，单注奖金583
万多元；第2019072期开出头奖
10注，单注奖金699万多元。

数据显示，上周双色球开出
35注头奖，共分布15地，其中，浙
江以6注独占鳌头，四川、河南分
别以5注并列第二，重庆以4注排
名第三，其余省份均低于4注。

开奖号码方面，上周红球号
码“19”连续三期出现，成为近期
热码；红球号码在第 2019068

期、第2019069期和第2019070
期分别出现 20、19、18 和 26、
25、24两组斜连号。蓝球号码
方面，目前03、05、07、13、14依
然较“冷”，均遗漏25期以上，喜
欢追冷号的彩民，可重点关注。

上周，双色球周销量为10.4
亿多元，基本较为平稳，其中第
2019070期销量为3.35亿多元，
第2019071期销量为3.38亿多
元，第2019072期销量为3.66亿
多元。

奖池方面，上周双色球第
2019071期头奖井喷22注，有所
减少，随后稳定回升，目前依然保
持在较高的水位，彩民依然可以
2元中得1000万元。用爱心诠释“温暖有光”

体彩大奖得主捐赠120万元做公益

如果购买彩票中了大
奖，你会怎么用？湖北鄂
州体彩大乐透 3178 万元
大奖得主李先生交出了一
份“温暖有光”的爱心答
卷。

6月 20日，受李先生
的委托，体彩鄂州分中心、
鄂州市文旅局、鄂州市慈
善总会，在鄂州市燕矶镇
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爱心捐
赠仪式，并将李先生的60
万元爱心款，分别发放给
200名孤寡老人。捐赠对
象的产生，由体彩鄂州分
中心、鄂州市慈善总会通
过鄂州电视台广泛发动征
集，最终确定了200名分
散供养孤寡老人，每位孤
寡老人获得 3000元的资
助。

今年2月23日，体彩
大乐透第19020期开奖，
鄂州购彩者李先生中得
300 注追加二等奖，收获

奖金 3178 万元。4 月 1
日，李先生到湖北省体彩
中心兑奖时，主动要求捐
赠120万元做公益，其中
60万元定向捐赠给武汉
江大女足，60万元定向捐
赠用于资助鄂州市的孤寡
老人。

本次捐赠仪式举行之
前，江大女足捐赠仪式已
经举行。4月27日下午，
2019 中国足球协会杯赛
（女子）半决赛在武汉塔子
湖体育中心足球场举行。
中场休息时，举行了简短
的捐赠仪式。

湖北省体彩中心相关
负责人受体彩大乐透大奖
得主的委托，将60万元爱
心款捐赠给武汉车都江大
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江
大女足实力派门将陈晨作
为球员代表，向湖北体彩
和支持江大女足的爱心购
彩者李先生致感谢信。随

后，江大女足的姑娘们代
表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
足球俱乐部，向李先生回
赠球队签名足球、球衣，湖
北体彩武汉分中心负责人
代表李先生接受回赠。

爱心不分大小，有很
多像李先生这样的购彩者
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无
论是中奖还是不中奖，每
一笔体彩公益金的背后，
都是我们每一位购彩者的
爱心之力。作为国家公益
彩票，多年来，中国体育彩
票始终不忘公益初心，牢
记时代使命，践行社会责
任，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
行以来，累计为国家筹集
公益金超过4700亿元，为
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可以说，每一位购彩
者，都是通过自己随手的
行为，为公益事业奉献点
滴之爱。 中体

选号看心情

80后夫妇领走千万元大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领奖现场 省福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