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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4

每注金额
76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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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9267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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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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14注

926注
11887注

289注
257注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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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6936元。

红色球

05
蓝色球

04 10 11 14 15 29

第201911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126357 元
155208元

3000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8注
137 注
1901注

92825注
1513619 注
9803606 注

0 注
5 注

61 注
3668 注
66635注

405825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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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508元。

中奖注数
1046 注
557注

0注

中奖号码：8 9 8

“排列3”第19267期中奖号码

0 3 5
“排列5”第19267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115期中奖号码

4 6 8 3 5 8 6

0 3 5 4 4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9月28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9113
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两注一等奖，花
落福建和浙江。我省购彩者虽然没有
中出一等奖，但是中出14注二等奖，其
中10注出自济源市济水大街与愚公路
交叉口西30米的4118010006体彩网
点，为一张1注号码追加投注10倍的
大乐透彩票，中奖奖金为1116万元。

9月29日上午，河南省体彩中心
的兑奖室接待了前来领奖的王先生，
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位朋友。在等待兑
奖的过程中，王先生难掩喜悦之情，分
享了他的中奖经历。

据介绍，王先生是从七八年前开
始买体育彩票的，但作为老购彩者却
对彩票没任何研究。在他看来，买彩
票全凭运气，中了很好，不中也没关
系，心态要平和，“每次买几十块钱权
当娱乐生活了”。

“昨天，我跟两个朋友约了一起吃
晚饭，他们也是大乐透的粉丝，正好当
天大乐透开奖日，我们仨一拍即合去
机选了一注号码，看了后就把后区的
号码稍微改了一下，最后追加投了10
倍，花了30块，一人10块钱。”王先生
回忆道，“等我们吃完饭，正好大乐透
也开奖了，我就用手机查了一下开奖
号码，结果让我们仨都大吃一惊。”

因为当期大乐透二等奖每注奖金
为62万元，而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111.6万元，王先生的这张彩票因
为采取追加倍投的方式，总奖金高达
1116万元。“真的是太幸运了，买了这
么多年彩票，居然有了回报，以后会继
续支持体育彩票。”

关于奖金，王先生表示，奖金领回
去后会和另外两个朋友平分，他的这
份会用到自己的生意中，希望以后的
生活会越过越好。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郑高国土交易示字〔2019〕8号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9月29日挂牌出让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二、公示期：2019年10月9日至2019年10月18日

三、公示宗地已签订成交确认，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土地手续。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0月9日

序
号

1

地块
编号

郑政高出
〔2019〕
24号

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112137.27

位置

枫香街南、
红杉路东

土地用途

工业（新型产业用地）
兼容零售商业、餐饮、
旅馆、地下交通服务
场站、工业用地

成交价
（万元）

39199

竞得人

郑州天健湖
大数据产业
园发展有限

公司

800万元！福彩赠票活动正进行
全省范围内，针对3D、22选5回馈彩民

双重惊喜，你买我就送。为
再次回馈彩民，2019年 10月 8日
起，河南福彩开展“3D”“22选 5”
游戏 800 万元大赠票活动，赠完
为止。

据介绍，此次活动针对全省范
围内，当期购买每张票面10元（含）
以上的3D彩票，即赠送机选3D主

玩法彩票2注（4元）；当期购买每张
票面20元（含）以上的3D彩票，即
赠送机选 3D 主玩法彩票 4 注（8
元）。赠票不可兼得，由销售设备自
动随机出票。

当期购买每张票面10元（含）
以上的22选5彩票，即赠送机选22
选5主玩法彩票2注（4元）；当期购

买每张票面20元（含）以上的22选
5彩票，即赠送机选22选5主玩法
彩票4注（8元）。赠票不可兼得，由
销售设备自动随机出票。

惊喜继续，赠票来袭。福彩
“3D”“22选5”双重惊喜登场，正在
火热进行中，一起来收获更多好运
吧！

重阳节慰问 为老人们送关爱
三门峡福彩志愿服务走进老年服务中心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为弘
扬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优良传
统，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
福彩发行宗旨，10月7日上午，三门
峡市福彩中心志愿者服务队走进三
门峡市老年服务中心开展走访慰问
活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礼
品。

志愿者为老人们送去了蛋糕、
水果，与老人们一起欢度重阳节，祝
福他们身体健康，节日快乐！活动

现场充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老人
们充分感受到福彩的温暖。现场，
当了解到福彩公益金资助了老年服
务中心和全市的多家敬老院建设
时，老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福
彩。

同时，志愿者们也向老年服务
中心的护理人员表达了敬意，感谢
他们不怕辛苦，不辞劳累地精心照
顾老人，让他们在这里幸福地安度
晚年。 豫福

机选后改号
收获千万二等奖
济源购彩者领大乐透1116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中奖彩票

9月14日一大早，济源购彩者
李先生就来到济源分中心兑奖，原
来李先生喜中顶呱刮“大吉大利”
30000元大奖。

据李先生介绍，自己经常购买顶
呱刮彩票，尤其喜欢“十倍幸运”“通

吃”“点石成金”等经典票种。9月13
日中午，他到位于济源西环的
4118010076网点购买顶呱刮彩票。
网点业主向他介绍了“大吉大利”这款
彩票。由于这包“大吉大利”仅剩八九
张，因此自己就接过来开始刮。这个

时候幸运站在了自己的一边，因为刚
刮第一张彩票，就中奖了，而且是
30000元的奖金。

体彩顶呱刮彩票具有即买、即
开、即兑的特点，大家可以到各体彩
网点购买，试试手气。 河体

济源购彩者喜中“大吉大利”3万元大奖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