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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5596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83期中奖号码
11 13 18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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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36元，中奖
总金额为296810元。

中奖注数
2 注

559 注
9324 注
384 注
374 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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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蓝色球

04 10 15 19 21 23

第201912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 元
226282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4 注
117 注
831 注

52327 注
1040569 注
6976072 注

0 注
3 注

57 注
2584 注

47597 注
309087 注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3952164元，全省中奖总金额为
3388051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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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4652元。

中奖注数
1293 注

0 注
0 注

中奖号码：4 4 4“排列3”第19283期中奖号码

0 4 9
“排列5”第19283期中奖号码

0 4 9 4 4

10月 24日上午，“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捐助仪式在
信阳市罗山县山店乡张湾小
学隆重举行，河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为孩子们带来了
价值2万元的各类体育器材
和设施。

伴随着开场精彩的武术
表演，“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捐助仪式拉开了序幕。
在捐赠仪式上，河南省体彩
中心党委书记韩宇介绍，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公益
项目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自 2012 年起
推出的一项公益品牌活动，
主要为乡村学校免费送去
体育器材及公益体育课，培
养孩子们的健康意识和健
身知识，传播中国体育彩票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品
牌理念。河南省自 2013 年
开展“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公益项目以来，七年来累计
捐助学校达到 182所，受益
师生超过5.4万人。

“看到这么多篮球、足
球、羽毛球、呼啦圈等体育
器材，我们真的很开心，以
后体验课和课外活动我们
可以利用这些器材好好锻

炼身体，快乐地玩耍了。”张
湾小学一群孩子在操场上
开心地说。

张湾小学语文教师石燕
告诉记者：“以前学校的体育
器材只有少数几种，极大限
制了体育项目的开展。‘快乐
操场’这次带来足球、篮球、
羽毛球等二十余种体育器
材，孩子们课间锻炼的机会
增加了，体育活动更丰富
了。”

捐赠仪式结束后，在快
乐体育课堂老师的带领下，

河南省体彩中心为孩子们准
备的健美操课和羽毛球课开
始了。在开心的运动中，让
孩子们体验体育活动，感受
体育的快乐。

据悉，“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捐赠活动受到了全省
各地乡村小学的喜爱。河南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多年来
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1000余项次，进行了“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新长城助学”

“体彩助莉”等一批品牌公益
活动。

10月17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 2019119 期开奖，当期
双色球中出头奖9注，单注奖
金615万多元。其中一注出
自江苏昆山，是一张10元 5
注的单式票。

大奖得主严先生 50多
岁，戴着黑框眼镜，笑容可
掬，拎着旅行包走进了当地
福彩中心兑奖室。“我是四川
人，刚好出差到昆山，不承想
在这里中了个大奖。”他乐呵
呵地说。

据悉，他作为福利彩票
的忠实粉丝，至今已有20多
年彩龄。用他自己的话说，

平时也没啥特殊爱好，就喜
欢买买双色球。虽然没中过
奖，但他却依然乐此不疲。
他想得很开，觉得生活中的
付出未必一定要有回报，以
这样的方式打发闲暇时间挺
好。

严先生说：“出差时，入
住的酒店楼下有一家福彩投
注站，我在吃完晚饭后，按照
以往习惯去买了一张双色球

‘8+1’复式票和几张机选
票。”

第二天，再次经过投注
站时，他发现其门口贴出了
大红喜报。于是他兴冲冲地

回到酒店房间，翻出彩票，想
看看是否能中个小奖。他打
开手机查看网上开奖公告，
一张张核对手中的彩票。结
果，其中一张彩票上有一组
号码跟网上公布的丝毫不
差。

谈及奖金的使用规划，
严先生说，将主要用来还房
贷，以及为即将成家的子女
操办婚事。同时，老父亲近
日生病住院需要人照顾，领
完奖就得抓紧赶飞机回去。
他还表示，今后自己会保持
平常心，继续购买福彩，奉献
爱心。 中彩

近日，以中国十大名花
为主形象的文化类主题即开
型体育彩票“繁花似锦”即将
在全国陆续上市销售。该款
套票一共10张，单张面值5
元，头奖10万元。

本次发行的体彩即开套
票“繁花似锦”就是以中国十
大名花为主形象，在票面设
计上采用新颖的正反双面印
刷，刮开区置于票背，正面采
用了印金工艺，增强了该款
套票的收藏价值。

每张彩票上都有一句与
票面上的花相对应的古诗。
如梅花票，印有元代王冕的
《白梅》：冰雪林中著此身，不
同桃李混芳尘。作者王冕是
一个品格高洁的文人。他出
身贫寒，靠自学成为诗人、画
家，因鄙薄污浊的上层社会，
不求仕进，以布衣终老。在
他的笔下，洁白的梅花在冰
雪中凌寒开放，不与红尘中
的桃李为伍。

“繁花似锦”具体游戏规

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金额标志，即中得该金额。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值得一提的是，购彩者
每购买一张面值5元的“繁花
似锦”，就有1元进入体彩公
益金。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
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医疗、助
学、扶贫、残疾人事业、法律
援助、全民健身等公益事
业。购彩者每购买一张顶呱
刮彩票，就完成了一次随手
做公益的善举。 河体

“只打有把握的仗”
5个月内两中3D大奖

9月30日，贵州省黔西
南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迎来
了一位熟悉的彩民陈先生，
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他在
今年4月同样中过3D大奖，
当时收获了高达20万元的
奖金。

时隔5个月，陈先生再
获好运，在3D第2019264期
开奖中喜中单选575注和组
选30注，奖金高达60万元。

陈先生介绍说，他购买
福彩已十年有余，最喜爱投
注的是3D游戏。他认为3D
游戏选号少，游戏简单，中奖
容易，所以研究3D游戏的号
码走势已经成了他的业余爱
好。在选号时除了注重选号
技巧外，陈先生还特别爱看
试机号，一般都是在试机号
的基础上来确定投注号码。
他认为试机号还是有一定规
律可循的，以此为基础确定
投注号码，中奖的机会要高
一些。

“只打有把握的仗”是陈
先生的购彩原则，没有把握
的号码陈先生都是小额投
注，但只要看准了号码，他就
会增加投注。此次中奖后陈
先生表示，他会好好规划这
笔奖金的用途，今后也会一
如既往地支持福彩公益事

业，继续投注他所热爱的3D
游戏。

选定号码守号
两张倍投彩票中大奖

10月11日，甘肃省武威
福彩传出大奖喜讯。当晚福
彩3D第 2019270期开出奖
号478，开奖结果一出，武威
市凉州区两个投注站同时传
出大奖喜讯，一彩民通过两
张倍投彩票，共收获大奖
12.48万元。

10月14日，中奖彩民马
先生来到武威市福彩中心办
理兑奖手续。据了解，马先
生是一位80后，在众多玩法
中，特别钟情福彩3D游戏，
每期都会购买3D，经常是选
定号码后开始守号，不中奖
就加大投注倍数。10月11
日当天他在一个投注站对守
号“478”号码进行了50倍的
投注。路上，马先生拿着自
己买的彩票，越看越有感觉，
于是又在凉州区的另一个投
注站追加了70倍。没想到
竟一举中得奖金12.48万元。

兑奖后马先生表示，他
还会继续购买福利彩票，因
为购买3D已经成为他的一
种习惯，让平淡的生活多了
一份惊喜和快乐，同时，也为
社会福利事业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 中彩

罗山县张湾小学迎来“快乐操场”
2万元各类体育器材和设施为孩子们带去健康和快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羡煞旁人 出差在外中得615万

一路繁花 前程似锦

体彩顶呱刮再出新票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助仪式在张湾小学举行 省体彩中心供图

小盘玩法释放大能量

俩彩民喜获3D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