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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4

每注金额
29532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47期中奖号码
6 7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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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640元，中奖
总金额为142016元。

中奖注数
2 注

221 注
4703 注
306 注
145 注
13 注

0 元
28986 元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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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5 07 10 12 14 16 30

第201910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4 注

14 注
141 注
281 注

1929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7 注

189 注
609 注

6624 注
10513 注
82684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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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570元。

中奖注数
269 注

0 注
1149 注

中奖号码：6 7 0
“排列3”第19247期中奖号码

4 8 9
“排列5”第19247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106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08 10 32 35后区02 10

4 8 9 1 8

095
096
097
098
0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01
01

01

02

02
02

03
03

03
04
04
04

05
05
05

05

07

07

08
09

11
12
12
12
12
12

13

13

14

14
14

14

14
15

16
16

17

17
17

18
18

18

19

20

21

21
21

22

22

23
24

24

25
26

26

27

27

27

27

28

29

30
30

30

31

31

32

32
32

33

33
33

01
11
09
09
08
08
05
12
12

10
01
14

蓝色球一区 二区 三区

红色球号码
双色球近期中奖号码分布图

为回馈彩民，8月中旬
起，河南省福彩中心开启

“双色球 1500 万元赠票活
动”，目前正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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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喜不断，赠票回馈。
河南福彩双色球赠票活动正
在进行，一起来收获好运
吧！ 豫福

1.34亿！巨奖得主终于现身
机选投注收获双色球好运，捐出善款300万元

时隔近一个月，9月11日
上午，山西双色球1.34亿元巨
奖得主现身，完成巨奖兑付。
据悉，巨奖彩票为一张单式2
注25倍票，命中第2019096
期25注头奖，为今年继云南
1.37亿元大奖后中出的第2注
双色球亿元大奖，也是双色球

历史上第31个亿元大奖。
据亿元大奖投注站业主

郭先生介绍，中奖彩民是他店
里的“老熟人”，平时经常来站
里购彩，比较热衷于双色球，每
次都是机选两注，然后倍投25
倍100元。而此次中出亿元大
奖的那注号码，就是彩票上的

第二注，同样是机选、倍投25
倍，这才中出的25注头奖。

在众人期盼中，亿元大奖
得主终于现身领奖。现场，山
西福彩中心向中奖彩民颁发
1.34亿元中奖奖牌，同时彩民
自愿捐出善款300万元，为社
会公益奉献爱心。 中彩

奖池回升 双色球持续送出好运
上周开出15注头奖，目前奖池7.99亿元

上周（9月 2日至 9月 8
日），双色球第2019103期至
第 2019105 期，共开出头奖
15注，总销量10.36亿元。其
中，第2019103期开出头奖2
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第
2019104期开出头奖7注，单
注 奖 金 684 万 多 元 ；第
2019105期开出头奖6注，单
注奖金846万多元。

数据显示，上周双色球开

出的15注头奖，共分布10地。
其中，山西中出5注头奖，位居
榜首；云南中出2注头奖，排名
第二；此外，广东（不含深圳）、浙
江、山东、福建、辽宁、黑龙江、内
蒙古、甘肃均中出1注头奖。

在开奖号码方面，通过分
析走势图发现，上周红球三区
号码每期都有开出，但二区、
三区号码所占比重较大，其中
开 出 1 组 三 连 号“16、17、

18”；1个重号“17”；开出3组
二斜连号“01、02”“04、05”

“15、16”。蓝号开奖号码中，
冷号“12”、“10”分别间隔23
期、22 期开出。目前蓝号

“07”“15”“16”为最冷号，分
别遗漏26期、29期、27期。

近期，双色球奖池迎来稳
定回升，目前为7.99亿元，依
旧充足，彩民朋友仍可2元中
得1000万元。

关爱教师 福彩一直在行动
多年来，各地福彩积极开展关爱教师活动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
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9
月10日，第35个教师节如约
而至。这一天，我们总是愿
意极尽美好辞藻，为教师们
送上赞歌。辛勤的园丁、知
识的灯塔、灵魂的工程师
……伴随着这些美好，乡村
教师、贫困教师群体的艰难
与奉献，一直牵动着整个社
会的心。

中国福利彩票作为一项
公益事业，一直关注遭遇困
境的老师们，每年都会开展
许多关爱贫困教师的公益活
动，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只
为那一片桃李满天下。

近日，财政部发布《2018
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
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使用情况公告》（以下简称
《公告》）。《公告》显示，用于
教育助学和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10.5亿元，教育助学项
目由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发
展基金会实施。

自2011年至今，中国教
育发展基金会利用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开展教育助
学项目“滋蕙计划”，奖励品
学兼优的普通高中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开展教育助学
项目“励耕计划”，资助中小
学（含普通高中、中职）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开展
教育助学项目“润雨计划”，
资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幼儿教师。

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的支持下，各省市福彩中心
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
贫困教师活动。2017年 12
月，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教
体局举行 2017 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资助家庭经济困
难教师发放仪式，60名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分别领
取了 1 万元的现金资助。
2019年 4月，西藏拉萨市堆
龙德庆区教（体）局举行
2018年中央彩票公益金“励
耕与润雨计划”资助金发放
仪式，6名家庭困难的一线教
师每人获得10000元资助。
还有江西福彩公益行·走近
乡村教师活动，青海福彩“慰
问最美乡村教师”活动，山东
福彩“微光照亮未来”大学生
支教活动等，关注教师，慰问
教师。

关注，从未停歇。多年
来，各地区福彩中心积极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乡村
教师活动，为他们送去扶贫
物资及帮扶资金，以实际行
动温暖着每个受助者。教
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
业；而福彩，愿为其增添一缕
光。 中彩

多倍投注 3D达人获惊喜

9 月 3 日，福彩 3D 第
201923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
为 138，广东彩民采用 600
倍的直选倍投，一举揽获奖
金62.40万元！

据投注站业主介绍，中
得此次大奖的幸运彩民是吴
先生，是位老彩民，彩龄十余
年，福彩各种票种都有涉猎，
平日除了工作，空余时间就
会到投注站里与彩民论彩
票、看走势、谈心得，对福彩
3D情有独钟，最喜欢研究
3D的走势，有时研究起来连
饭也不回家吃，也正是他的
这份执着，让他多次收获大
奖。事实上这次已经不是他
第一次中大奖了，之前他也
中过几次十来万的奖金。

9月2日晚大约9点30
分，吴先生喝完酒来到投注
站，因为比往常晚了许多，投
注站此时已没有其他彩民了，
于是就与投注站业主分析起
了近期3D号码的走势情况。
凭借多年购彩经验，看完近期
的开奖号码后，吴先生进入了

“杀号”环节。用他的话说就
是，杀号就是杀掉开出可能性
较小的号码组合。然后经过
层层筛选，两人一致认为138
开出的概率较大，斟酌再三
后，选择将这组号码进行250
倍单选投注。后来吴先生觉
得对这次选出的号码非常有
感觉，犹豫着又追加了两次，
最终倍投了 600 倍，中得
62.40万元。

你买我就送
双色球赠票活动正进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