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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体彩上周（2019.7.29—2019.8.4）中出万元以上“顶
呱刮”大奖共3个，其中：5万-10万元：3个。

目前热销票种：20元面值：国宝；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生活！ 河体

购彩锻炼脑力 意外中了大奖
郑州购彩者喜领大乐透奖金1012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7月 31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9088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1、05、18、27、33”，后
区开出号码“06、08”。当期
全国共开出 7 注头奖，1 注
1800 万元追加头奖和 6 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我省郑州购彩者幸运地

揽获其中一注基本头奖，大奖
彩票是一张“11+2”复式票，出
自管城区陇海北街与新郑路
交叉口的 4101041409 体彩
网点，除了中出1注一等奖之
外，还中出30注四等奖及多注
固定奖，奖金累计1012万元。
8月1日下午，大奖得主王先生
来到河南省体彩中心领奖，现
场分享了他的中奖经历。

据了解，此次大奖的中奖
彩票是一张合买彩票，一共有
19位购彩者，而王先生为其中
一人。“大家之所以派我来领
奖，是因为号码是我选出来
的。”说到这的时候，王先生有
点小自豪。据介绍，八年前，
王先生患过一次脑梗，为了锻

炼脑力，他开始购买彩票，“没
事了研究研究号码，锻炼大脑
特别管用，买着买着也就喜欢
上这项娱乐活动了”。

“每期大乐透，我都会先
机选出一个复式，然后根据近
期的号码走势，最终确定出来
一个11+2发到微信群里，供
大家选择。”王先生说，之前他
选的号码中过几次4+2，但是
近四期啥也没中，有些人就放
弃购买了。“每次合买的人数
不固定，买不买都很自由。”

此次中得了头奖，确实给
了王先生很大的安慰，他感觉
自己既锻炼了身体，还帮助朋
友们收获了奖金，何乐而不
为！最后，王先生表示会继续
支持体育彩票，有机会多关注
公益事业，去帮助更多的人。

为体彩实体店从业者点赞

负重奋进 积极推进责任彩票建设
2017年以来，围绕责任彩票建设及安全管理，以及为配合落实国家相关部门

强化监管、严控风险的政策落地，中国体育彩票亮出了一系列责任彩票建设和安全
管理的“组合拳”，受到了彩票业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顾大局 | 体彩实体店从
业者负重前行

毋庸置疑，在责任彩票建
设及其“组合拳”的作用下，彩
票市场在局部空间出现了短
期的下行迹象。比如，在高频
快开游戏开奖时长缩短、竞猜
游戏受注场次减少等新规要
求下，体彩实体店销量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影响。又如，在电
子投注单和即开票扫码兑奖
这两项业务下线之后，体彩实
体店和购彩者都会感受到一
定程度的不方便。

值得赞赏的是，在责任彩
票建设过程中，全国大多数体
彩实体店从业者识大体、顾大
局，负重前行，强化内功，在彩
票机构和购彩者之间架起了
一座“负责任的桥梁”，能够站
在事业的高度和全局的视野
去理解体育彩票市场的“大体
检”和“大审视”。

日前，《中国体彩报》针对
近期体彩开展的责任彩票建
设和安全管理“组合拳”的相

关举措，对体彩实体店进行了
一次调研。结果表明，绝大多
数体彩实体店代销者的反应
都是积极的、正面的。

谋发展 | 积极推进责任
彩票建设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体彩
实体店作为代销单位，一方面
有责任和义务严格遵守代销
合同的相关规定，对国家相关
部门和体彩机构的大政方针
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另一方
面也应当把眼光和视角放得
更长远一些，要多从积极的角
度去看待一些政策的变化。

以体彩APP电子投注单
业务和即开票扫码兑奖业务
下线为例，这两项业务所涵盖
的服务虽然为购彩者带来了
一定程度的方便，但是也有体
彩实体店反映，即开票扫码兑
奖业务推出后，去实体店的人
也相应变得更少了，显现出了
这一业务的“双刃剑”特征。
而取消电子投注单业务，对打

击私彩和抑制大额购彩现象
也将发挥一定作用。特别是
即开扫码兑奖下线后，会引流
更多的购彩者到实体店中去
购买合法、正规的彩票。因
而，从长远来看，其实都是在
为实体店争取更多发展空间。

事实上，对于当前彩票市
场出现的一些压力，相关各方
都在努力地吸收、消化和破
解。对于体彩实体店来说，若
能及时提出意见，给出建议，
亮出态度，也是一种对体彩事
业和自家体彩实体店负责任
的体现，也是在帮着体彩机构
一起共同想办法、出主意、谋
发展。对此，体彩机构自当求
之不得、喜闻乐见。

总之，就像有媒体评论
称，为责任彩票建设亮出“组
合拳”，并不是说体彩不要销
量，而是不能要“问题销量”和

“违规销量”。理解了这个道
理，很多事情才能向着积极的
方向不断推进。

为负重奋进的体彩实体
店从业者点赞！ 河体

锦上添花
甜蜜爱情中收获彩票大奖
许昌小伙刮出顶呱刮“甜蜜蜜”1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陈伟

7月29日下午，许昌购
彩者小艾带着一张体彩顶呱
刮“甜蜜蜜”彩票出现在许昌
体彩分中心办理兑奖。经工
作人员查验，小艾此次中得
的是5元面值“甜蜜蜜”一等
奖，奖金10万元。

据悉，大奖出自许昌市
魏都区天宝路与延安路交叉
口南50米的4110020124体
彩网点。在工作人员办理兑
奖手续的过程中，满心喜悦的
小艾说起了这次的中奖经
历。他是几年前和女朋友逛
街的时候，偶然接触到顶呱刮
即开票的。这种玩法简单有
趣，此后他没事时就会去网点

刮几张娱乐一下。
在顶呱刮的众多票种中，

小艾最中意“甜蜜蜜”，问其原
因，嘴角泛起甜蜜微笑。他
说，这款票象征着他的爱情

“甜甜蜜蜜”。26日晚上，小艾
像往常一样又去了他熟悉的
那家彩票店，刮起了他的“甜
蜜蜜”，这次他一次性购买了
10张“甜蜜蜜”。在连刮六七
张后，大奖就爆出来了，经彩
票销售员确认，小艾中了10万
元头奖。

激动不已的小艾在“熬”
过了周末后，周一一大早就
来兑奖了。他说，会把这笔
奖金好好规划使用，让自己
的生活“锦上添花”，不辜负
体彩顶呱刮“赠送”的礼物，
同时也会继续支持和购买体
彩顶呱刮。

据了解，加上上半年的购
彩者中出的“翻倍赢”30万元
的大奖和“彩运来”30万元大
奖，今年许昌市已中出3个顶
呱刮头奖。顶呱刮票种丰富，
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由选择，不时地刮几张娱乐
一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每注金额
1826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10期中奖号码
2 4 9 1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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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696元，中奖
总金额为136021元。

中奖注数
4 注

193 注
3580 注
327 注
105 注

8 注

216480 元
11044 元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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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5 注
14 注

402 注
671 注

8215 注
9771 注

7419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29 注
39 注

355 注
494 注

2661 注

01 04 06 10 15 16 21 30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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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376元。

中奖注数
269 注

0 注
1119 注

中奖号码：3 7 1
“排列3”第19210期中奖号码

7 7 3
“排列5”第19210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90期中奖号码

前区13 19 28 30 33后区02 12

7 7 3 6 0

中奖彩票

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