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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4

河 南 体 彩 上 周
（2019.10.7—2019.10.13）中
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
3个，其中：1万-5万元：3个。

目前热销票种：30元面

值：大吉大利、宝石之王、好
彩头；20元面值：国宝、运、
7、点石成金、中国红、金孔
雀；10元面值：吉祥如意、
中国红、绿翡翠、通吃、十倍

幸运；5元面值：甜蜜蜜、麻
辣6、中国红；2元面值：太空
寻宝。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 河体

多期票守号 90后姑娘喜中二等奖
信阳购彩者领大乐透奖金49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尹浩

10月16日上午，信阳
分中心兑奖大厅迎来了一
位大奖得主，购彩者是一位
年轻的90后姑娘。工作人
员看到这张中奖彩票是一
张30元的3期彩票，在第
19115 期第 5注喜中二等
奖奖金498979元，加上两
期 5 元奖金，合计奖金
498989元。

大奖得主张小姐说:
“我买彩票2年多，平时只要

是大乐透开奖我都会买。
这次由于单位安排出差几
天，10月9日那天开奖日，
我就跟投注站老板说我要
出差，可能这几天不能买彩
票了，投注站老板告诉我可
以打多期彩票，我才知道还
有这个投注方式，然后就拿
出我的守号彩票照打了3
期。当天晚上开奖后，我就
知道我中奖了，今天出差刚
回来就过来兑奖了。”

每注金额
1944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76期中奖号码
2 5 13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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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906元，中奖
总金额为273010元。

中奖注数
6 注

590 注
10644 注

313 注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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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球

07
蓝色球

04 20 22 24 26 33

第201911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158337 元
178510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9 注
73 注

1483 注
75387 注

1309437 注
15640278 注

0 注
3 注

73 注
3572 注

62740 注
690232 注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712720元，全省中奖总金额为
5547490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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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940元。

中奖注数
569 注

0 注
1337注

中奖号码：8 7 3“排列3”第19276期中奖号码

8 1 8
“排列5”第19276期中奖号码

8 1 8 5 0

选号“跟着感觉走”

复式投注 彩民揽七乐彩大奖
9月30日晚，福彩七乐

彩第2019114期开奖，当期
全国中出2注头奖，单注奖
金279万元，其中一注花落
安徽。该大奖得主以一张9
个号的复式票中得一注一等
奖及若干固定奖，合计揽奖
292.9万元。

10月8日下午，大奖得
主莫先生和朋友一起来到当
地福彩中心开心地兑领了大
奖奖金。

据了解，莫先生是一位
阳光帅气的80后，购买福利
彩票大概有三年了，比较喜
欢双色球和七乐彩游戏，几

乎每期都买，一般都是采用
复式投注。

“其实，我买彩票就是当
作一种娱乐，真没想过能中
大奖。每次选号都是‘跟着
感觉走’，就这样也中过一些
小奖，偶尔迎接个小惊喜也
是蛮开心的。”莫先生在领奖
时说，“当然，不中奖是常态，
但是我也享受到了这样一个
参与的过程，并且知道福利
彩票是国家的公益慈善事
业，所以内心还是美美的。”

9月30日当晚开奖后，
中奖彩票站的站主第一时间
通过各种方式告知彩民站点

中出七乐彩头奖的消息，莫
先生也就在那时得知自己中
了大奖。“激动过后，就算了下
日子，领奖得等到国庆长假
以后，虽然说七天不长，但对
我来说也是一种煎熬……”

“我这兄弟整个国庆假
期都没过好，老是想着领奖
的事情，今天来到省福彩中
心，可算是踏实了。”莫先生
的朋友在一旁接茬说。

莫先生临行前表示，“以
后会继续购买福利彩票，继
续支持国家的公益事业，奖
金怎么使用还没有具体规
划。” 中彩

10月9日，中国体育彩
票的财务账单上再添新笔
——历年公益金筹集量突破
5000亿元大关，刷新了体彩
公益金千亿级增长的“最快
速度”。

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
行以来，每年，中国体育彩票
的公益金筹集量都在持续攀
升：1994-1995 年，体彩在
诞生之初便筹集公益金2.25
亿 元 ，占 当 时 总 销 量 的
22.5%；1999年，体彩用时5
年，年度公益金筹集量跃升
至12.11亿元，迈上了“十亿
级”新台阶；2005年，体彩当
年公益金筹集量冲破百亿级
关卡，达到103.62亿元，从
此，体彩公益金的年筹集量

正式迈入了“百亿时代”。
今年，体彩进入了统一

发行以来的第 25个年头。
在公益金年筹集量不断攀升
的同时，累计筹集量也水涨
船高，千亿级增长的用时不
断缩短——2010年，体彩累
计筹集公益金 1132.93 亿
元，首次迈过千亿门槛；此后
每年飞速增长，2019年 10
月9日，体彩公益金累计筹
集量再攀高峰，成功突破
5000亿关口。

“5000亿”不仅仅是一
个标杆数字，它背后，是焕新
的公益样本，是持久的公益
动能，是另一种参与公益的
方式。它简单易行，因此人
人可为。走进街边任意一家

体彩实体店，购买一张2元
的体育彩票，就有一定比例
的资金汇入体彩公益金的池
子，用于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和体育事业。每一位购彩
者，在体验游戏乐趣的同时，
也助力了公益、奉献了爱
心。它降低了公益的门槛，
让人人公益成为可能；它模
式更灵活、“体量”更轻盈，让
随手公益变为现实。

汇集小善成大爱，积聚
微光成星河。25年来，正是
购彩者一点一滴的投入，让
体彩公益金的数字，一直温
暖而强劲地跳动着，源源不
断地迸发着力量，衍生出这
个世界上最美好最温柔也最
强大的爱与善良。中体

体彩公益金
累计筹集量突破5000亿元大关

机选号码 意外收获好运
女彩民喜中3注双色球二等奖

幸运总是不经意来到身
边。在双色球第 2019117
期，有位象山彩友花6元机
选喜中 3 注“双色球”二等
奖，获644157元奖金。

10月14日下午，这位幸
运彩友冯女士现身宁波市福
彩中心，领走了属于她的好
运。据了解，冯女士购买福
利彩票的时间并不长，购彩
的总次数加起来还不足十
次。“我知道福利彩票，但一
直没有去买，年前换了新工
作后，才开始接触起来。”冯
女士表示，公司里有许多同
事都是福彩爱好者，经常会
在吃午饭的途中去附近的福
彩代销点购彩，入职以后自
己有时候也会跟着去“凑热
闹”，久而久之也买了几次。

在这偶尔几次购彩中，

冯女士却将全部的青睐都给
了“双色球”。在实际接触过
程中，她发现“双色球”游戏
最具有大奖属性。“我明白中
大奖是概率极低的事件，抱
着玩玩的心态，每次购彩不
会超过6元，一般都是机选1
注号码后进行2-3倍投注，
如果中小奖了就买杯奶茶
喝，不中奖就当娱乐。”

10月13日，照常上班的
冯女士跟同事一起来到了福
彩代销点，在同事们买好彩
票后，她也机选了1注号码
并投了3倍。“当时我都没有
看什么号码，就让销售员打
出来了，真没想到这样也能
中奖。”冯女士表示，当晚查
得自己中了3注二等奖后，
兴奋得一夜未眠。

中彩

河南体彩“顶呱刮”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中奖彩票

前不久，河北承德一位
购彩者现身，领走排列5大
奖150万元。

9月20日，在体彩排列5
第19256期开奖中，该购彩
者凭借一张1注号码、15倍
投的单式倍投票，中出15注
一等奖，合计收获奖金150
万元。当期的中奖号码为
47412。

据了解，这位购彩者彩
龄长达二十多年，购彩俨然

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
喜欢玩体彩的各种数字型玩
法，凭感觉选号，但“总是差
那么一点，多次与大奖擦肩
而过”。

一开始购彩他有些冲
动，慢慢地回归了理性，制定
了详细的购彩计划，但选号
上他还是习惯于自选。这次
中奖号码就是他随意地选出
的，他说：“这就得看运气，中
了，就算号码蒙对了。”中体

多次与大奖擦肩

老购彩者揽排列五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