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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4

每注金额
3864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27期中奖号码
1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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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32元，中奖
总金额为216501元。

中奖注数
4 注

308 注
5040 注
188 注
101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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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球

09
蓝色球

03 11 12 14 17 26

第201909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9535306元
16673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4注
136注

1215注
69931注

1352743注
8377424注

0 注
16 注
50注

2816注
57552注

375311注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257832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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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118元。

中奖注数
487 注

0 注
1156 注

中奖号码：2 6 5“排列3”第19227期中奖号码

8 2 3
“排列5”第19227期中奖号码

8 2 3 9 8

量力而行 他幸运命中头奖
驻马店购彩者喜领大乐透千万头奖

8月 14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94期开出唯一一注千
万元头奖，中奖彩票是一张

“6+3”复式追加票，投注金额
36元，单票中奖金额1159万
元。8月 21日上午，河南驻
马店购彩者王先生，在姐姐陪
同下，冒雨来到河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领走了千万元一
等奖。

王先生表示，几个月前，
他偶尔看到《花 3 元中了

1800万》的新闻，注意到我省
焦作购彩者购买体彩大乐透
中奖的消息，便决定自己也要
买彩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
每期必买，少则一二十元，多
则一百元，没想到这么快就中
了奖！

作为大奖得主，王先生显
得十分冷静。问及中奖后的
打算，王先生表示还完全没有
考虑。“中奖当然高兴。但把
握好了是好事，否则反而成了

负担。”王先生说，“中了奖，应
该清醒地对待，比如中奖后多
做善事。”

据王先生介绍，他购买
体彩大乐透选号的习惯是，
后区的号码根据最近几期的
情况做简要的分析，前区完
全靠机选。“买彩票作为爱
好，量力而行，关键在于坚
持。以后会继续购买体育彩
票，为公益事业做贡献！”王
先生说。 河体

凭感觉选号
彩民收获奖金

日前，一位来自武汉的彩
民 周 先 生 ，在 双 色 球 第
2019084期，凭借一张“9+1”
的复式票，斩获了一注单注奖
金达6.5万的二等奖。

今年40多岁的周先生，
是位生意人，平时除了做生
意，就是酷爱双色球彩票。据
介绍，他喜欢采用复式投注，
因为感觉这样容易中大奖。
而对于如何选号，周先生说这
完全凭感觉；再说了，玩彩票
时间长了，每个人或多或少的
都有那么几个心仪的号码，对
这些号码的冷、热，遗漏，他都
会重点关注。

当期，周先生像往常一样
来到投注站，对着走势图观察
了一番后，他发现近期奇数奖
号开出的较多，那么近期的号
码应以偶号为主打。根据这

种感觉，周先生选择了一组
04、08、10、14、18、20、27、
28、29+13的9+1组合，并进
行了投注。

当晚开奖后，周先生拿出
手机查看开奖结果，竟发现自
己的几个感觉号码全部都开
了出来。而且还命中了当期
的一注二等奖。

周先生笑着说，尽管自己
中了二等奖，但还是感觉有点
不真实，就凭自己心仪的几个
号码就中了大奖！“以后投注，
仍然还会像现在这样，跟着感
觉走，抓住大奖的号，争取下
次中个百万以上的大奖吧。”

合买复式票
迎来3注银奖

8 月 13 日，在 2019094
期双色球开奖后，衡水市70
位彩民合买双色球喜中二等
奖3注，加上固定奖，奖金共

计198708元。
当期开奖后，幸运站点业

主马先生陪同几位中奖彩民
兑取了奖金，一时间，兑奖大
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谈到
中奖经过，马先生打开了话匣
子。马先生说，他经营彩站已
经20年了，两年前开始组织
彩民合买双色球。通过合买，
站点时常中出双色球几万元
的奖金，许多彩民通过合买尝
到了中奖的乐趣。

说到选号，马先生透露了
一个小秘密：几年前，他曾经
帮助彩民中过七乐彩136万
元大奖呢。这次马先生选出
了3注10+1双色球复式，最
终有70位彩民参与合买，每
人出资18元。没想到幸运之
神再次降临，竟然同时中得3
注二等奖。有了这个好成绩，
马先生更是信心十足，他说，
相信不久的将来，双色球会为
彩民送来更大的惊喜。 中彩

复式投注 他们捧回双色球奖金
均命中二等奖,将继续支持福彩事业

自7月22日中国体育
彩票开奖场地暂停对外开
放，进入施工以来，受到广泛
关注。目前，一个月的更新
改造期即将结束，各更新项
目进展如何？全新升级的开
奖场地又将以什么方式与大
家见面？

8月18日，记者走进开
奖场地施工现场看到，呈扇
形、半封闭式的开奖舞台已
全部搭建完毕，在舞台背
后，由液晶显示屏拼接成的
主题背景墙，格外引人注
目，其中体彩大乐透、排列
3、排列5、7星彩分别设置
独立摇奖区。

据施工现场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开奖场地施工项
目始终严格按照预期效果
进行，8月1日起正式开工；
8月12日，部分施工项目逐
渐完工；8月15日，更新后
的项目陆续进入性能测试
阶段，其中还在施工的项目
也逐渐完善；8月18日，各
施工项目进入收尾工作。

开奖场地全新升级后，
舞台明亮动感、主题展示鲜
明、场内全方位体验、场外
互动参与……更新后的开
奖舞台，以各功能输出为主
线，兼顾公益体彩品牌价值
传递，其颜值更高，摇奖更
直观，互动更有趣，实用性
更广泛。

为让观众能更清晰地
看到舞台的摇奖环节，观众
席也增高了，对于互动区
域，还可根据实际活动需求
进行重新布置，进一步延伸
讨论话题，提升参与感，让
场外互动强、场内体验真。

据了解，目前场地已进
入最终的测试阶段，预计本
月内正式启用，改版的开奖
直播节目也将同步上线，在
变化中求新，在创新中求
进！中国体育彩票一直秉
承公开、公平、公正的理念，
迎接公众对开奖工作的监
督。让我们一起期待全新
升级、重磅回归的中国体育
彩票开奖现场。 河体

颜值更高，摇奖更直观，互动更有趣

全新升级
体彩开奖场地更新改造

8月12日晚饭后，潜山
市彩民赵先生来到福彩投
注站，进去看了会儿走势
图，加上之前对小盘玩法
3D也经常关注，结合自己
多年实战经验，参考近期和
值、跨度、冷热号、遗漏……
然后确定号码“361”，并果
断投注了直选100倍、组选
1倍，共202元。

对于投注组选1注，赵
先生是这样考虑的，也许直
选号码不一定会按位置中
出，那有可能中了组六，这
样购彩本金基本就返还了
大部分。当晚9点多，3D
第2019217期开奖号码公
布后，赵先生打的票还真和
开奖号码一致。既中了组

选也中了直选，总奖金
104173元。

无独有偶，当期镇江一
彩民喜中10注单选和1注
组选六，共获奖金 10573
元。据幸运投注站业主介
绍，该中奖彩民属于“技术
型彩民”，他每天都去其投
注站投注3D彩票，每次投
注金额不超过30元，有自
己的投注技巧，经常中奖。

在投注3D第2019217
期时，他采取确定“和值”的
方法进行投注。先将“和
值”确定为“10”，然后再确
定一个数字“6”，在剩下的
号码中根据投注经验技巧
进行组合排列，最终顺利中
得1万余元大奖。 中彩

选号凭“技术”收获3D好运

领奖现场 省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