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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5192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18期中奖号码
8 10 13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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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162元，中奖
总金额为139012元。

中奖注数
1注

277 注
4767 注
156 注
193 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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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9990元。

红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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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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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909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822140元
60536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8注
301注

1930注
90607注

1519430注
8838174注

0注
6注

67注
3435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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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960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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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184元。

中奖注数
708 注

0 注
1614 注

中奖号码：5 3 2
“排列3”第19218期中奖号码

6 4 9
“排列5”第19218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94期中奖号码

4 0 8 5 6 3 5

6 4 9 2 5

福彩双色球，你买我就
送。为回馈彩民，8月16日
起，河南省福彩中心开启

“双色球1500万元赠票活
动”。活动期间，凡单期购
买每张票面14元以上（含
14元）双色球彩票，即可赠
送 2 元机选双色球彩票 1
注，赠完为止。

据了解，此次赠票是由
销售设备自动随机出票，若
彩民购买的是多期票，系统

将以单期投注金额为依据，
符合条件的赠送1注按多
期数倍投的双色球彩票。
近年来，每次双色球赠票活
动，虽然赠票为系统随机出
票，却不断为彩民送去好
运，例如双色球第2018051
期 ，焦 作 彩 民 在 当 地
41080046投注站，凭一张
双色球赠票，收获二等奖18
万余元；第2017059期，巩
义彩民张先生投注了20元

的双色球，参与赠票活动，
没想到赠票命中了二等奖，
奖金2万多元；第2016121
期，郑州彩民在41011425
投注站参与赠票活动，赠票
命中二等奖22万多元；还
有平顶山、安阳等地彩民，
均通过赠票收获奖金。

惊喜不断，赠票回馈。
8月16日，河南福彩双色球
赠票活动开启，一起来收获
更多好运吧！

经过报名、初次评审、
二次评审和实地考察等工
作环节，8月13日，2019年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
受赠学校全部选定。今年我
省将有25所乡村学校受益
于“快乐操场”公益活动，这
25所学校里的孩子将在崭
新的体育器材和体育设施的
陪伴下，纵情操场，享受运动
的快乐，放飞童年的梦想。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于2012年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推出的一项公

益活动，主要为贫困边远地
区体育器材和体育教育资源
匮乏的学校送去体育器材及
公益体育课，传播体育彩票
关爱未来的责任意识和“公
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理念。

2013 年河南省加入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公益
项目以来，6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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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2019 年河南
“快乐操场”从5月16日开
始报名，截止到6月16日报

名工作结束，共有447所学
校报名参加，为历年报名学
校数量最多的一次。为了
保证评审工作“公开公平公
正”，保证活动能够真正帮
助我省最需要的小学，河南
省体彩中心对评审人员进
行了严格筛选，同时也对入
围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评定
原则，最终评选出受赠的25
所学校。

2019“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河南省受赠学校的详
情请关注河南体育彩票网
和“河南体彩”官方微信。

8月5日刮刮乐新票“超级
钱袋子”在河南省全面上市！

“超级钱袋子”名称与主题背景
相互搭配，不但票面精美，更是
寓意财富满满——钱袋子背后
堆积的金币仿佛不断涌出，象
征招财进宝、吉祥富足。“超级
钱袋子”有11次中奖机会，共7
个奖级，最高奖金40万元，奖
金兼中兼得，刮开后玩法区一
目了然，方便兑奖。

同时河南省福彩中心为回
馈广大彩民，于2019年 8月 5
日~8月25日推出新票上市大
促销活动：凡在我省任一网点
购买福彩刮刮乐“超级钱袋子”
单张刮中100元，可额外获赠
100元即开票；单张刮中1000
元，可额外获赠1000元即开票。

您想看看钱袋子里有多少
惊喜吗？赶快购买福彩刮刮乐

“超级钱袋子”吧！ 豫福

“其实我好久都不玩彩票
了，但亿元大奖让我又重新回
到彩友队伍中。”前不久江苏南
京彩友小高现身领走大乐透
2006万元大奖。

7月29日，在体彩大乐透
第19087期开奖中，小高凭借
一张2倍投的7+2复式票，中出
2注1000万元一等奖及小奖一
串，合计收获奖金2006万元。

据了解，小高很早就买过
彩票，后来因为工作忙就中断
了。今年6月，南京一小伙一举

中出大乐透1亿元大奖对他触
动很大。谈起中奖，小高挺感
激这个不曾谋面的亿元大奖得
主。毕竟有过购彩经历，小高
很快就上手了，购彩时认真研
究大乐透走势图，自编号投注。

小高在开奖后的第二天在
朋友圈得知了中奖消息，刚开
始非常激动，不过现在已逐渐
回复平静。在谈到中奖打算
时，小高笑着说道：“我过来领
奖时看到广州路上有不少房产
中介，初步打算买房。” 河体

8月 11日，南阳彩民收获
双色球第2019093期头奖，出
自新野县41630330投注站，采
用复式“9+1”投注，共获奖金
565万元。

据了解，该投注站销售员
张先生是个热心肠，服务彩民
周到细致。8月11日晚7点30
分左右，一彩民联系张先生帮
忙购买了双色球。当天晚上开
奖后，张先生查询中奖信息发

现该彩票中了大奖，奖金高达
565万元，于是他第一时间将喜
讯告知了彩民。

此次是今年南阳彩民收获
的第三个双色球大奖，前两次
大奖分别是：3月17日在南阳
市张衡路与工农路交叉口的
41138006投注站，中出双色球
643万元大奖；4月30日，南阳
市汉冶路41130073投注站中
出双色球大奖655万元。

8月12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93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16、17、26、29、35”，
后区开出号码“01、07”。当
期全国开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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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吉林和广
东；7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分落内蒙古（1
注）、江苏（1注）、浙江（2注）、
广东（1注）和贵州（2注）。

数据显示，吉林中出的
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
自辽源，中奖彩票是一张6
元2注单式追加票。

广东中出的1800万元
追加投注头奖出自广州，中
奖彩票是一张“11+2”复式
追加票，投注金额1386元，

投注注数462注，单票中奖
金额1812万元。

广东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湛江，中奖
彩票是一张“9+3”复式票，投
注金额756元，投注注数378
注，单票中奖金额1065万元。

内蒙古中出的 1 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
自阿拉善，中奖彩票是一张
10元5注单式票。

江苏中出的1注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泰
州，中奖彩票是一张“7+3”
复式票，投注金额126元，
投注注数63注，单票中奖
金额1060万元。

浙江中出2注1000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其中 1
注出自丽水，中奖彩票是一

张“10+2”复式票，投注金
额504元，投注注数252注，
单票中奖金额1009万元。
另1注出自温州，中奖彩票是
一张“9+2”复式票，投注金额
252元，投注注数126注，单
票中奖金额1007万元。

贵州中出2注1000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其中 1
注出自六盘水，中奖彩票是
一张“9+2”复式票，投注金
额252元，投注注数126注，
单票中奖金额1007万元。
另1注出自遵义，中奖彩票
是一张“6+3”复式票，投注
金额36元，投注注数18注，
单票中奖金额1058万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35.98
亿元滚存至8月14日（周三）
开奖的第19094期。 中体

1500万！双色球开启赠票活动
全省范围内，8月16日开始，赠完为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刮刮乐“超级钱袋子”强势来袭

受亿元大奖启发

小伙“重操旧业”中2006万

复式投注 彩民获双色球头奖
命中头奖1注及其他若干奖项，总奖金565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党云飞 孙少君

2019“快乐操场”受赠学校名单出炉

大乐透开出9注头奖
目前奖池为35.98亿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