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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790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03期中奖号码
1 3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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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36元，中奖
总金额为165843元。

中奖注数
8 注

229 注
4475 注
221 注
271 注
15 注

239662 元
5072 元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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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 注
27 注

321 注
894 注

8441 注
12629 注
82120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6 注

21 注
263 注
341 注

2481 注

05 07 08 10 16 18 25 28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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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468元。

中奖注数
186 注

0 注
420 注

中奖号码：1 4 0
“排列3”第19203期中奖号码

1 0 3
“排列5”第1920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87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06 18 19 27后区07 12

1 0 3 9 6

7月27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86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5、15、16、28、31”，后
区开出号码“02、07”。

当期全国井喷15注一
等奖。其中2注为1800万
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全部落户
山东；13注为 1000万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花落辽宁、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
西（2注）、山东、河南、湖北、
广东、广西、四川共12个省
份。

从省体彩中心获悉，河
南中出的1000万元出自三
门峡，中奖彩票为一张2注4
元投入的单式票。

另外据数据显示，山东
中出的2注 1800万元全部
出自泰安一网点，中奖彩票
为一张2倍投的6+2复式追
加票，单票擒奖3603万元。
江西中出的2注 1000万元
分落九江、上饶。九江中出

的是一张5注 10元投入的
单式票；上饶中出的是一张
9+2复式票，单票擒奖1007
万元。

辽宁中出的1000万元
出自大连，中奖彩票为一张
1 注号码 2 元投入的单式
票。江苏中出的1000万元
出自南京，中奖彩票为一张
8+3复式票，单票擒奖1026
万元。浙江中出的1000万
元出自温州，中奖彩票为一
张 8+3 复式票，单票擒奖
1026 万元。安徽中出的
1000万元出自六安，中奖彩
票为一张6+4复式票，单票
擒奖1044万元。福建中出
的1000万元出自泉州，中奖
彩票为一张“前区4胆全拖+
后区2拖”的胆拖票，单票擒
奖1009万元。山东中出的
1000万元出自济南，中奖彩
票为一张“前区3胆全拖+后
区3拖”的胆拖票，单票擒奖
1052万元。

湖北中出的1000万元
出自宜昌，中奖彩票为一张

“前区7+后区 1胆 2拖”的
复 式 胆 拖 票 ，单 票 擒 奖
1013 万元。广东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江门，中奖
彩票为一张8+3复式票，单
票擒奖1026万元。广西中
出的 1000 万元出自南宁，
中奖彩票为一张10+3复式
票，单票擒奖 1032 万元。
四川中出的1000万元出自
成都，中奖彩票为一张7+3
复式票，单票擒奖 1024 万
元。

二等奖开出266注，每
注奖金为 10.37 万元；其中
70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8.30万元。追加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18.67
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39.04亿元滚存至7月
29日（周一）开奖的第19087
期。 河体

我省“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评选结束
受赠学校名单将于8月初公布

7 月 25 日上午，2019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河
南）第二阶段评审活动在河
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进
行，由省会媒体代表、大学
生代表、省体彩中心等34人
组成的评审团，对通过初审
的 137 所学校进行了分组
评审。

自2013年河南省开展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公益项
目以来，6年时间已为河南
省18个地市的157所乡村
学校送去了体育器材和设

施，受益师生达到 5万人。
今年“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报
名学校更是达到了447所，
为历年报名学校数量最多的
一次。

据介绍，2019“公益体
彩快乐操场”（河南）的评审
工作分初次评审和二次评审
两个阶段，自 6 月 17 日开
始，初次评审从447所报名
学校中评选出了 137 所学
校，当天的第二阶段评审再
次从137所学校中评选出拟
捐赠的25所。

评定原则包括：学校为
公立学校且尽量为教育范围
的完全小学；学校确实缺乏
体育器材且有条件安装和使
用器材（有可以支撑器材的
场地）；学校整洁卫生，捐赠
的器材有可能得到合理的使
用和有效维护；学校规模中
等为主，兼顾规模相对小的
学校（在校学生数50人以上
即可参选）；具有鲜明特色的
学校（体育、先进、残障、区域
民族特色等）；贫困、偏远、革
命老区、重视体育及留守儿
童的学校优先等。

评选工作结束后，前25
名的学校将进入候选名单，
获得拟捐赠资格。各地体彩
分中心工作人员将分别对
25所小学进行实地考察和
评估，对不符合捐赠条件的
学校进行调换。考察结束
后，2019“公益体彩快乐操
场”（河南）最终受赠学校名
单，将于8月初，通过河南体
育彩票网、“河南体彩”官方
微信、省市媒体进行公告，器
材配送和捐赠工作将陆续开
展。 河体

很多人一定注意到了，最
近两年多以来，在我国体育彩
票领域，一些前所未有的“大
动作”“大事件”不断出现，而
这些动作和事件都与责任彩
票建设的主旋律紧密相关
——它们联手奉上了致力于
责任彩票建设的一套“体彩组
合拳”。这套“组合拳”，也可
以被视为全国体彩系统在建
设责任彩票实践过程中给出
的“体彩方案”。

2017年全国体育彩票半
年工作会议上，全国体彩系统
首次明确了“建设负责任、可
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
益彩票”的发展目标。

2018年，国家体彩中心
结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
育彩票发展“十三五”规划》，
科学制定、全面实施责任彩票
规划，并指导各省份体彩中心
开展责任彩票工作。

到2019年，体育彩票系
统的责任彩票建设已进入第
三个年头，并不断走向深化。

在2017年至 2019年的
三年中，“体彩方案”方兴未
艾，屡屡开花结果。

2018年2月，每张体彩票
面上都会出现一行“感谢您为
公益事业贡献××元”的公益
金贡献额度提示，这一变化赢
得广泛好评，让老百姓买彩票
更有底气。

2018年3月，国家体彩中
心发布《中国体育彩票2017
社会责任报告》。这份体彩史
上首个社会责任报告，以图文
并茂的方式介绍了体育彩票
发行销售、游戏设计、渠道建
设、开奖兑奖、公益贡献等重
要社会责任议题的管理和实
践情况。

2018年，一本《责任彩票

公众手册（理性购彩篇）》出现
在全国各地的体彩销售网
点。该手册通过提问及警示
等方式，向购彩者传递快乐购
彩、理性购彩的理念。

2018年11月1日起，体
育彩票超级大乐透、7星彩、
传统足彩和竞彩游戏单注奖
金在1万元及以下的中奖彩
票，在兑奖有效期内可以跨省
级行政区域进行兑奖。

2019年3月，国家体彩中
心发布《中国体育彩票2018
社会责任报告》，深度介绍了
体育彩票在履行公益责任、依
法合规运营、公开透明开奖、
优化购彩服务等方面的行动
实践，再一次向社会展示体育
彩票的社会责任成果。

在践行责任、收获荣誉的
同时，体育彩票机构还针对安
全运行、合法合规销售彩票不
断出台有力举措，包括：加大
打击违规销售互联网彩票的
力度，严禁开展即开型彩票规
模销售，全面禁止相关彩票游
戏的非理性营销，严格管控购
彩群体中的非理性行为，叫停
电子投注单和即开票扫码兑
奖服务等等。

通过这些举措，体育彩票
将责任彩票建设工作与体彩
发行销售工作结合得更加紧
密，更加有的放矢。

对于彩票机构和彩票从
业者而言，责任彩票涉及的范
围很广，是一项系统工程，更
是一项在当前“根本停不下
来”而且“不能停下来”的工
作。对于购彩者、媒体和社会
公众而言，责任彩票建设则是
一项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的大事，对此给予更多的关
心和更客观的理解，也是一种
负责任。 中体

责任体彩战役频出“组合拳”

建设责任彩票
“体彩方案”方兴未艾

三门峡购彩者4元中1000万
大乐透第19086期爆15注千万头奖

评选现场 省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