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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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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9185期中奖号码
2 3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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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438元，中奖
总金额为89100元。

中奖注数
0 注

234 注
4617 注
393 注
199 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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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5912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8089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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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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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708元。

中奖注数
417 注

0 注
817 注

中奖号码：1 9 4“排列3”第19185期中奖号码

4 3 6
“排列5”第19185期中奖号码

4 3 6 9 5

分析试机号 彩民倍投收获3D好运
100倍投注命中组选六奖金17300元

7月9日，济源市玉泉办
事处附近的41160031福彩
投注站传出喜讯，一位幸运
彩 民 喜 中 福 彩 3D 第
2019181期组选六奖项，采

用100倍投注，中奖金额为
17300元。

据了解，中奖彩民陈先
生是一位老彩民，购彩时间
长达十年之久，这已是他第
二次中得福彩3D万元以上
大奖，在2018年就中过一次
万元大奖，购彩期间也多次
中得其他福彩奖项。

据投注站业主介绍，
虽然陈先生中了大奖，但
还是有些遗憾，陈先生当
时选号时认准了这组号
码，但对于组选还是直选
不太确定，最后求稳选择

了100倍组选票。“要是更
坚定，打成直选票那就厉
害了！”

对此，陈先生表示，他
每次买福彩3D都要看试机
号，在他看来试机号与出奖
号息息相关。“我的每一次
中奖都是按照试机号来分
析判断，不会乱投注，都是
选好号码之后，大倍数投
注，找到了彩票的更多乐
趣。”陈先生说，以后还会继
续支持福彩，在购彩的同时
为公益事业奉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豫福

小投注大收获

单式彩票中大乐透千万大奖
“为大奖真实性代言”
4元机选中1000万

7月 3日，在体彩大乐
透第19076期开奖中，海南
彭先生凭借一张2注4元投
入的单式票，击中1注1000
万元一等奖。

“我从 2014 年起就开
始接触大乐透，只要有时间
每期都会买，投入也不多，
以机选为主，不超过20元。”
彭先生说，2日晚上，他路过
体彩店，习惯性走进去机选
了2注。开奖第二天晚上，
他在销售员的朋友圈，看到
网点中出大乐透1000万元
的好消息。他当时正和一
个朋友在一起，还开玩笑地
问那位朋友：“快点核对一
下你的彩票，1000万元是不
是你中的？”结果，朋友没
中，反倒是他手中的彩票第
2注号码全对上了，经过再
三确认确定中大奖了。

“没中奖前，周围有朋

友说大奖值得怀疑，直到我
中了，今天顺利领奖了才相
信，原来千万大奖是真实存
在的，以后我一定要为体彩
大奖公平公正代言。”彭先
生说。

对于奖金的安排，彭先
生说，准备回家和家人好好
商量一下再决定。现场，他
委托海南省体彩中心向省
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希望工
程”项目捐赠2万元。

有惊无险！
1000万奖票泡洗衣机

6月24日，在体彩大乐
透第19072期开奖中，广西
张先生凭借一张10元5注
单式票，中出1注1000万元
一等奖。

领奖时，张先生从口袋
里掏出一张彩票，皱巴巴缩
成一团，看起来有些破旧，
甚至有些破损。如果彩票
破损严重不能识别，大奖就

可能无法兑付。
6月24日下午，张先生

下班路过投注站，就进去机
选了5注大乐透。回到家，
他随手把换洗的衣服丢在
一边。家人洗衣服直接把
装有彩票的衣服也丢进了
洗衣机。过了两天，张先生
才想起来买了彩票，急忙翻
找衣服。好在装彩票的工
作服的材质有一定的防水
作用，彩票没有被搅碎，只
是泡洗成一团。

张先生小心翼翼地展
开，核对彩票上面的中奖号
码。核对完一轮，张先生吓
得跳起来，其中1注号码竟
然与开奖号码一字不差！

经过体彩中心工作人
员鉴别，这张彩票虽然被水
泡过，但票面上的信息完整
无缺，符合兑奖条件，给予
兑奖。得到工作人员的答
复，张先生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
了。 中体

7月 2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19076期开奖，沈阳
彩民董先生喜中 1注二等
奖，收获奖金29.9万元。

董先生的中奖彩票为3
注单式投注，采用机选的投
注方式，共计花费6元钱，
其中1注6个红色号码与开
奖号码完全相同，中得1注
二等奖，奖金共计 29.9 万
元。董先生坚持购买福彩
双色球已经有8年的时间，
他开始接触双色球觉得挺
有意思，中 1 个蓝球就有
奖，那个时候喜欢研究一下

号码的走势，主要是看蓝
球，后来发现自己看得也不
准，就放弃自选了。“之后我
就一直机选购买，有时候买
10元钱的，有时候买6元或
8元钱的，没想到还真让我
机选上了，真的觉得很意
外。”

采用机选投注的董先
生开始并没有发现中奖，他
又准备购买彩票时才发现
自己中了奖。董先生表示，
他之前买彩票也不期期买，
有时候想起来了，才去买几
注。“也就最近这一段时间

买得频繁，我觉得购彩这个
事情，心态一定要好，不要
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买彩
票这件事上，说不定哪天幸
运就到来了。”

在平时，有时候董先生
也会和几个朋友到投注站
一起分析号码，一起投注复
式票。“其余的时候我到彩
票站都是机选几注就走了，
这次去买彩票，想起来有两
张还没兑奖，这才发现自己
中奖了，至于奖金怎么使
用，我还没有想好，这幸福
来得太突然了。” 中彩

彩民机选投注收获二等奖
单式投注双色球命中奖金29.9万元

7月10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79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10、13、16、28、35”，后区开出
号码“04、05”。当期是新规则
上市后的第61期开奖，以2.71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9765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4注头
奖。4注均为基本投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落
河北、江苏和安徽。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1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
承德，中奖彩票是一张4元2
注单式票。

江苏中出2注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其中1注出自
苏州，中奖彩票是一张“10+3”
复式票，投注金额1512元，投
注注数756注，单票中奖金额
1152万元。另1注出自扬州，
中奖彩票是一张“8+3”复式票，
投注金额336元，投注注数168
注，单票中奖金额1147万元。

安徽中出的1注1000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马鞍山，
中奖彩票是一张“8+2”复式票，
投注金额112元，投注注数56
注，单票中奖金额1005万元。

二等奖中出75注，单注奖
金70.49万元。其中8注为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56.39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126.88万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133注，
单注奖金为10000元。四等
奖中出 641 注，单注奖金为
3000元。五等奖中出13046
注，单注奖金为300元。六等
奖中出21765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28720
注，单注奖金为100元。八等
奖中出 662771 注，单注奖金
为 15 元 。 九 等 奖 开 出
7003275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后，
42.82亿元滚存至7月13日（周
六）开奖的第19080期。 河体

大乐透开出4注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9765万元

为回馈彩民对中福在线的
支持，6月26日起，河南省福彩
中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中福
在线900万元促销活动，派完
为止，目前仍在火热进行中。

活动期间，凡单张投注卡
退卡时，卡内分值 200000 分
（即投注卡内本金2000元）以
上者（含2000元，不含全国累
计奖），奖励1000元投注卡。

兑奖时，在被确认符合活
动规则，具备促销活动资格后，
保存退卡交易凭证、记录退卡
信息；同时给予彩民奖励1000

元投注卡，记录相应信息，填写
《视频票促销活动兑付信息登
记表》，由彩民签字领取；留存
记录彩民信息（核实彩民联系
电话）及身份证复印件。

中福在线是由中福彩中心
发行的视频彩票，秉承“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
集趣味性、娱乐性、互动性于一
身，返奖率高达65%，深受广大
彩民喜爱。近年来，河南彩民
不断收获中福在线好运，此次
促销活动的开展将惠及更多彩
民。 豫福

中福在线900万元回馈活动正进行

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