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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2106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31期中奖号码
8 12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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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506元，中奖
总金额为162297元。

中奖注数
3 注

208 注
4224 注

223 注
301 注

11 注

0 元
33549 元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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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5 注

217 注
514 注

6957 注
9351 注

7113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3 注
16 注

263 注
310 注

2384 注

01 05 09 19 20 26 29 27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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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032元。

中奖注数
437 注
267 注

0 注

中奖号码：1 1 0
“排列3”第19231期中奖号码

9 3 5
“排列5”第19231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99期中奖号码

前区04 06 18 27 33后区07 09

9 3 5 7 0

近日，两款篮球主题即开
票将在全国各地陆续上市销
售，分别是面值10元的“我爱
篮球”和面值 5 元的“挑战
MVP”。8月底，篮球世界杯
将在北京开幕，两款篮球主题
即开票的上市，为购彩者提供
了相应题材的新游戏。

购彩者每购买1张面值
10元的“我爱篮球”，将有2元
成为体彩公益金；每购买1张
面值5元的“挑战MVP”，将有
1元成为体彩公益金。爱运

动、爱公益，也正是这两款新
票传递给购彩者的理念。

“我爱篮球”一套3张，单
票面值10元，共有15次中奖
机会，头奖25万元。该款彩
票以篮球运动为主题，游戏
名称简单直接。我爱篮球具
体游戏规则为：刮开覆盖膜，
如果出现篮球标志，即中得
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如
果出现顶呱刮标志，即中得
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
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挑战MVP”一套两张，
单票面值5元，共有8次中奖
机会，头奖10万元。该款彩
票以“挑战MVP”作为主题，
名称富有激情与活力，并体
现了拼搏进取的精神。“挑战
MVP”具体游戏规则为：刮开
覆盖膜，如果出现 MVP 标
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
的金额；如果出现顶呱刮标
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
金额的两倍。中奖奖金兼中
兼得。 河体

今年河南已销售体彩105亿元
为社会筹集公益金25亿元

上周（8月19日-8月25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销售约3.17亿元，通过销售
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约0.78亿元，其中的一半约
0.39亿元用于支持我省以人
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及其他
社会公益事业；另一半上缴
中央用于全国公益事业。其
中，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
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约0.23亿元。

2019年，河南省已销售
体育彩票总量约 105.93 亿
元，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
会筹集公益金约25.78亿元，
其中用于我省和上缴中央的
体彩公益金各约 12.89 亿

元。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
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约7.73亿元。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为
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
行、依法销售的国家公益彩
票。体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
奖金、发行费和公益金，彩票
资金构成比例由国务院决
定。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公
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
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法律援助、教
育助学、城乡医疗救助、扶
贫、残疾人救助、红十字事
业、赈灾救灾、农村养老服
务、文化事业等。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比
例为：中央50%（其中：补充
社会保障基金30%，中央专
项彩票基金15%，国家体育
总局2.5%，民政部2.5%）；地
方 50%（使用单位：省体育
局，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
省财政统筹）。河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不使用体育彩
票公益金。

在河南省，凡是中国体
育彩票冠名的全民健身和群
众性赛事、活动，以及遍布城
乡带有体彩标识牌的健身路
径，都是由体彩公益金支持
的。可以说，无论您是否购
买体育彩票，都将从中受
益！ 河体

见证透明开奖 体彩摇奖机即将换新
体彩开奖一直备受瞩目，就在最近，位于北京市丰台体育中心的中

国体育彩票开奖场地迎来了更新施工，这是提升体彩摇奖过程透明度的
又一重大举措。记者获悉，为了见证透明开奖，体彩摇奖机即将换新。

透明开奖见证者：
“维纳斯”

2007年5月10日，来自
法国的“维纳斯”摇奖机首次
亮相，引来一片赞叹之声，来
自全国各地的20多家媒体
以及购彩者代表见证了摇奖
机揭幕的一刻。“维纳斯”由
法国AKANIS公司生产，高
1.94米，重444公斤，是国际
最先进的摇奖设备之一，通
过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子元器
质量体系认证，被美国、西班
牙、法国、新加坡等很多国家
的彩票机构使用。

自2007年起上岗，“维
纳斯”摇奖机已“服役”十二
年。为保证摇奖过程的安
全性和公正性，同时也为了
让大家继续观看到熟悉的
摇奖画面，国家体彩中心
决定采用新“维纳斯”来替
换 已 12 岁 的 前 代“ 维 纳
斯”。

“维纳斯”的替换者：
新“维纳斯”

无论身高、体重，还是
“长相”，新“维纳斯”与前代
“维纳斯”都一模一样，大家
在观看新“维纳斯”摇奖时，
与前代“维纳斯”的感受并
无差异。新“维纳斯”与前
代“维纳斯”的搅拌仓均由
透明高级树脂制成，观众可
以清晰地看到摇奖球从搅
拌到出球的全过程。不过，
由于刚刚投入使用，新“维
纳斯”的搅拌仓看起来会更
加明亮。

两代“维纳斯”在摇奖方
式上保持一致，继续采用吹
气式搅拌方法，这是目前世
界上公认的最公平的摇奖方
式之一。依靠气流搅拌摇奖
球，避免摇奖球在搅拌过程
中与其他介质接触，在短时
间内形成更为充分的搅拌，
以保证摇奖结果的随机性和

公平性。
新“维纳斯”摇奖机将于

新版开奖节目上线之日与更
新后的开奖场地同步投入使
用。在此之前，体彩测试小组
成员与法国工程师还将对其
进行为期一周的测试检查与
模拟使用。

排列3、排列5、七星彩
新“托帕斯”同步亮相

同样“服役”多年的还有
体彩排列3、排列5、七星彩的
摇奖机“托帕斯”。“托帕斯”是
一种宝石的名称，这台摇奖机
高1.5米，宽0.22米，和“维纳
斯”一样，采用吹气式搅拌方
法，是国际认可的主流摇奖
机。本次场地改造，“托帕斯”
也将完成一次换新。

公信力是体彩的生命，未
来，体彩的“维纳斯”“托帕斯”
将继续见证透明开奖，让我们
共同期待。 河体

买彩为转运 意外中大奖
购彩者10元机选中七星彩头奖

8月9日，体彩七星彩第
19092期开奖，全国开出五注
头奖，广东茂名擒获其中一
注，奖金为封顶的500万元。

8月20日一早，幸运儿
毛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
茂名市体彩中心兑奖。据介
绍，毛女士是机选中奖，一直
未留意开奖信息，直到现身兑
奖的前一天，才看见茂名喜中
七星彩500万元大奖的新闻
链接。毛女士不禁想到自己
前些天买的七星彩，于是她翻
开钱包找出那张彩票。

当发现彩票上的第2注
号 码“8811172”竟 然 与
19092期开奖号码完全吻合
时，毛女士的心提到了嗓子
眼，她让朋友们帮忙一起查
核，才确定自己就是中500
万的幸运儿。

谈到这次中奖经历，毛
女士坦言有些戏剧性。“8月
9日那天，我外出办事，途中

经过一个体彩投注站，因为
天热，我便走进去歇息一
下。看见有人在买七星彩，
心想自己最近倒霉事不断，
想买张彩票来转转运气。”原
来，毛女士此前接连遇到烦
心事：先是手机被偷，不到几
天钱包又丢失，母亲又不慎
扭到脚住院……

“当时连咋选号都不知
道，投注站老板说最简单的
就是机选，我索性用身上的
10元零钱买了5注。买完就
走了，从没想到头次买七星
彩就中奖，而且一中就是
500万元大奖。”

说起中奖后的打算，毛
女士表示，奖金除了一部分
用于最近的急用和还清之前
的一些欠款外，暂时还未做
什么大的规划，生活基本照
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会继续购买体育彩票。

中体

篮球世界杯即将在中国开赛

两款篮球主题即开票上市

河南体彩上周（2019.8.19~2019.8.25）中出万元以上“顶
呱刮”大奖共2个，其中：1万~5万元：2个。

目前热销票种：20元面值：蝶。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生活！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