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31日 星期三 责编 刘婷婷 美编 唐鼎

彩票AⅠ·13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刘东

每注金额
57176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04期中奖号码
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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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94元，中奖
总金额为204603元。

中奖注数
1 注

219 注
4727 注
246 注
297 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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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7880元，本省中奖总金额：4704898元。

红色球

13
蓝色球

13 14 15 21 23 29

第201908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697370 元
203777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8 注
77 注

1852 注
76697 注

1238738 注
12194123 注

0 注
4 注

72 注
2970 注

49844 注
516270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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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308元。

中奖注数
611 注

0 注
895 注

中奖号码：3 9 0
“排列3”第19204期中奖号码

5 6 2
“排列5”第19204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88期中奖号码

6 2 9 9 7 8 9

5 6 2 1 6

中奖彩票

“贵在坚持 花小钱获大惊喜”
周口购彩者领排列五10万元奖金

7月26日晚，体彩排列
五第19200期开奖，中奖号
码为“47170”，全国中出一

等奖16注，单注奖金为10
万元，其中1注花落在我省
周口市郸城县4116250040
体彩网点，中奖彩票是一张
6元投注的体彩排列五直选
票。近日，中奖者刘先生来
到河南省体彩中心周口分
中心领取了奖金。

据了解，刘先生有多年
的购彩经历，尤其喜欢研究
体彩排列三和排列五玩法，
之前没有中过大奖，但是时
常中点小奖。闲暇时他总
喜欢去家附近的体彩网点
买上几注彩票。没想到这
次自己看中的号码竟中了
大奖。

刘先生对购买彩票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购买彩票既可以轻松娱乐
还可以做公益，非常有意
义。重要的是心态要好，
贵在坚持，花小钱一样能
收获大惊喜，幸运中得大
奖。

兑奖后，刘先生笑着说
道：“自己平时爱好也不多，
购买彩票算是一个自己非
常喜欢的娱乐项目，投入
少，却充满惊喜和希望，购
彩已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体育
彩票是国家的公益彩票，买
彩票还能为国家公益事业
做贡献，自己更乐意支持体
彩事业。”

7月21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19084期开奖，红色
球号码为 04、08、14、18、
20、27，蓝色球号码为 03，
当期开出一等奖15注，单
注奖金597万余元，二等奖

300注，单注奖金 6.1 万多
元。我省彩民当期中得一
等奖1注，二等奖9注，其中
5注二等奖出自三门峡渑池
县新华街中段41620418号
福彩站。

第二天，该福彩站业主
就兴奋地向三门峡市福彩
中心报喜，福彩中心的工作
人员已经做好了为该中奖
彩民兑奖工作，但是当天这
位彩民却未出现。

7月24日，中奖彩民走
进三门峡市福彩中心领走
了5注双色球二等奖。工作
人员在办理兑奖手续过程
中得知，该彩民这次中奖号
码是自己之前所选，本来是
一注“10+3”的大复式，当期
改成了“6+5”，遗憾地与一
等奖擦肩而过，但该彩民表
示：“只要中奖就是好事。”

办理完兑奖手续，该彩
民关心起自己的个人信息
会不会泄露，工作人员告诉
他：“请您放心，我们会对彩
票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予以
保密的，这也是《彩票管理
条例》里所规定的。”中奖彩
民揣着自己的奖金满意地
离开了福彩中心。 豫福

6+5复式票憾失头奖

三门峡彩民喜中5注双色球二等奖

7月 8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78期开奖，四川成都一购
彩者喜提30注追加二等奖，奖
金2832万余元。

7月9日，一家四口现身四
川体彩中心领奖，从买彩票到
兑奖，只间隔24小时，中奖者
是一位气质儒雅的先生，“买彩
票，就是撞运气，我没想过自己
一定会中奖，但又不愿意错过
好运气。”这位先生说，他长期
坚持买体育彩票，之前最多中
过3000多元奖金。

当期开奖日上午，他开车
来到常光顾的那家体彩网点，
选了1注心仪的号码，打完票
就回家了。当晚开奖后，闲来
无事的他记起了上午买的彩
票，就摸出手机上网查看中奖
公告，当查到自己中了二等奖
时，他不敢相信，又把老伴、
儿子、儿媳都喊到一起，四个
人共同核对了数字，才相信自
己 就 是 那 个 2832 万 元 得
主。

河体

“撞运气”撞出千万大奖
购彩者中出30注大乐透追加二等奖

7月23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19085期全国共中出
12注一等奖，单注奖金为
651万元。湖北黄石彩民王
先生凭借一张9+1的复式
票，斩获头奖一注。加上其
他小奖，他共得到奖金658
万元。

时隔近一周之后，7月
29日，王先生和朋友现身
省福彩中心领奖。在领奖
现场，王先生显得并不是
很高兴。他觉得，当期中
一等奖的人太多，把奖金
给拉低了。他说：“现在玩
双色球，奖金不超过 1000

万，就感觉都还是小奖一
个。”

王先生今年40多岁，
在黄石某公司做业务。5年
前的一天，听朋友说有人买
双色球彩票中了3000多万
的大奖。从那以后，王先生
也开始玩上了双色球。王
先生喜欢用9+1的复式票
进行守号。他认为，一次投
注9个红球的话，中奖的希
望会更大。

至于选号，王先生完全
凭感觉。每当选出一组号
码之后，他一般会守买个一
年半载，然后再换号重新守

买。这次中奖的9+1复式
票，是他已经守了小半年的
号码。

7月23日下午，王先生
因事路过福彩站点，再次对
守买的9+1号码进行了投
注。事后，他也没太在意这
件事。直到第二天吃晚饭
时，王先生拿出手机查看开
奖号码，发现他的守买终于
结出了硕果，获得了一等奖。

虽然过了一周才来兑
奖，王先生仍然没有想好怎
样使用他的奖金。他准备
把大部分钱先存起来，留待
以后再做安排。 中彩

守号小半年 终抱大奖归
彩民凭9+1复式票斩获双色球头奖

老彩民独爱3D
倍投喜获大奖

7 月 21 日，福彩 3D 第
2019195期开奖，当期开奖号
码为“734”，来自南京的彩民
王先生幸运中得当期大奖
52000元。

王先生购彩时间大概已经
有6年了，其间也经常购买双
色球和刮刮乐，但独爱的始终
还是3D，他说可能是因为中奖
几率大、天天开奖的原因吧。7
月21日，他来到投注站准备投
注3D，研究了一会儿就选出了

“347”这三个号码，但由于号
码位置无法确定，王先生便进
行了单选单复式投注，而且一

投就是50倍。由于王先生是
做生意的，所以他的投注资金
比较充足，建议广大彩民还是
根据自己的情况理性投注。

开奖第二天，王先生在自
己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开奖
号码，看到的第一眼就特别亲
切，他的彩票中奖了，当期单注
金额为1040元，总共中了50
注，共计52000元。

第二天一早，他来到了南
京市福彩中心兑取了大奖，谈
及中奖后的打算，他说会留一
部分继续购彩，剩下的一部分
暂时还未想好如何分配。中彩

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