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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569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88期中奖号码
4 5 9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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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注

903 注
12037 注

337 注
516 注
215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617890 元，中奖总金额为
6153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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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6474元。 本期本省中奖总
金额为 11625773元。

红色球

01
蓝色球

04 09 30 31 32 33

第201912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175971 元
13450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4 注
153 注

2106 注
70799 注

1082853 注
10393216 注

1 注
7 注

173 注
3776 注

54976 注
536860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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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586元。

中奖注数
739 注

0 注
1466 注

中奖号码：7 5 8
“排列3”第19288期中奖号码

7 8 9
“排列5”第19288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124期中奖号码

9 5 1 8 1 5 6

7 8 9 1 1

10月28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23期开奖，前区开出号
码“03、13、15、26、30”，后区
开出号码“05、12”。

当期全国共开出6注一
等奖。其中，2注为追加投注
一等奖，单注奖金1800万元
（含800万元追加奖金），4注
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万元。2注追加投注一
等奖分落上海、浙江，4注基本
投注一等奖分落贵州、河北、
四川和云南。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
1800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出
自闵行区，中奖彩票为一张63
元“7+2”复式追加票，单票擒
奖 1803 万元。浙江中出的
1800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出
自义乌，中奖彩票为一张756
元“10+2”复式追加票，单票

擒奖1809万元。
贵州中出的 1000 万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遵义，
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
式票。四川中出的 1000 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成
都，中奖彩票是一张 10元 5
注 单 式 票 。 云 南 中 出 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出自昆明，中奖彩票是一张
10元5注单式票。河北中出
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出自沧州，中奖彩票是一
张336元“8+3”复式票，单票
擒奖1082万元。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来自上海、浙江的幸
运儿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
80%奖金，使得单注一等奖奖
金达到了1800万元。

二等奖中出 100 注，单

注奖金37.98 万元。其中 29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 30.39 万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68.38 万
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 207
注，单注奖金为10000元。四
等奖中出1059注，单注奖金
为 3000 元 。 五 等 奖 中 出
17663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32557注，单
注奖金为200元。七等奖中
出35524注，单注奖金为100
元。八等奖中出827403注，
单注奖金为15元。九等奖开
出8187919注，单注奖金为5
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23.25亿元滚存至10月30
日（周三）开奖的第 19124
期。 中体

好运来袭 新乡彩民再揽大奖
幸运彩民命中双色球559万元头奖

10月 27日，新乡福彩传
来 喜 讯 ，当 天 双 色 球 第
2019123期开奖，河南彩民收
获2注头奖，其中1注花落新
乡市中原路与劳动街交叉口
附近的41070156投注站，奖
金高达559万元，这也是新乡
彩民今年收获的第6注双色球
头奖。

大奖投注站业主程女士
介绍说，得知所经营的投注站
中出大奖的消息后，她非常兴
奋，一大早就打出了本站喜中
大奖的横幅。程女士表示当
期她推荐的号码命中了蓝号

“06”，或许是中奖彩民也参考
了她推荐的号码，从而收获了
好运，但无论真相如何，她都

觉得很开心。“当然，更开心的
应该是中大奖的幸运彩民，期
待彩民早日领走大奖。”

据悉，福彩双色球在为广
大幸运购彩者带来丰厚奖金
的同时，以“扶老、助残、救孤、
济困”为发行宗旨，为社会福
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提供
了资金保障。 豫福

彩票的开奖环节决定着
大奖的归属，也是购彩者们的
关注焦点，而开奖过程同样令
人期待。10月23日，由河南
省体彩中心漯河分中心组织
的“相约体彩 见证体彩公信
河南·漯河体彩观摩团”来到
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中国体育
彩票开奖大厅，现场见证中国
体育彩票阳光开奖。

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了
中国体育彩票的发展概况、体
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况以
及体彩开奖大事记等知识。
通过讲解，大家对于中国体育
彩票，以及体彩公益金的广泛
用途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讲解结束后，经过严格的
信息登记、身份核实、安全检
查等流程，大家陆续进入开奖
现场。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

讲解了中国体育彩票数据封
存、摇奖机具保存和使用等细
节，让大家亲手触摸并感受模
拟摇奖球的质地，并邀请了两
位团队代表到台上近距离观
看摇奖机。

一切准备就绪，主持人按
下摇奖机启动键，随后开出了
当期体彩大乐透，以及其它玩
法中奖号码。开奖结束后，工
作人员再次邀请两位开奖代
表上台检查开奖结果。整个
开奖过程严谨有序，全程都在
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进行。

观摩开奖全过程后，观摩
团的实体店销售人员表示，作
为一名一线彩票工作者，对于
所有玩法非常了解，但还是第
一次走进体彩开奖现场，非常
激动。“刚刚参观了开奖大厅
和参与了整个摇奖过程，真切

地感受到了体育彩票开奖工
作的流程严谨、组织严密，见
证了中国体育彩票开奖的公
开、公平、公正之后，我想我会
更有力度说服购彩者对体育
彩票的信任。”

次日，漯河体彩分中心又
来到位于大兴区的即开彩票
生产线进行参观。到达目的
地之后，也是一轮严谨的安全
检查，大家对于参观这个也是
非常激动的，每个人排队参观
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不能让
身体超越工作人员说的安全
黄线。通过对整个即开彩票
流程还有生产线大型设备的
观摩，大家对于自己从事的行
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纷纷表
示回去后更加努力地销售体
育彩票，将所见所闻所感传递
给身边的购彩者。 河体

相约体彩

漯河观摩团零距离见证透明开奖

日前，福彩双色球第
2019116期如期开奖，甘肃
彩民刘先生幸运命中二等
奖，收获奖金18.3万元，随
后领取了这份好运。刘先
生是一位老彩民，刚开始买
彩票时投入挺大的，但中的
比较少，后来慢慢地也比较
理性了。在一年前，他机选
了一组号码，觉得自己与这
组号码很有眼缘，就一直跟
号，没想到跟了一年的号码
中奖了，还是一注二等奖。

当问起这笔奖金准备
怎么花的时候，刘先生说：

“打算一部分存起来以备不
时之需，再换一换家里的家
具，还要留一部分作为购彩
资金。”奖金不多，但是一看
就是一个有规划的人，这样
的人生活往往都很有计
划。“现在购买彩票是固定
限额，理性购买，不影响自
己的生活品质。”

好运无独有偶，辽宁彩
民杨先生也幸运命中双色
球第2019117期二等奖21

万元，“平时买彩票的时候
不多，想起来了就买几注，
买过了有时都忘了看是否
中奖。”此次，他终于收获了
属于自己的好运。

购彩当天，杨先生下班
回家的途中正好路过投注
站，他想：今天没什么事，时
间还早，进去买几注彩票。
就这样，他让销售员给他机
选了5注单式的双色球号
码，然后就回家了。过了两
天，他再次路过投注站，看
到中出大奖的信息，就随手
翻出了自己买的彩票核对
了一下开奖号码，结果他买
的彩票上的第2组号码命
中了二等奖，“没想到这个
中奖者竟然是自己，太出乎
意料了！”

杨先生在兑奖时说：
“从未想过中奖这回事，只
想着没事儿买点儿，献点儿
爱心，中个小奖就知足了，
没想到这回收获了21万多
元的奖金，真的很兴奋，以
后我还会继续坚持。”

理性投注
不料收获福彩“红包”
俩彩民分别收获双色球二等奖

机选是购彩者常用的
一种投注方式，不用伤脑筋
选号，全凭运气，但往往能
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10
月20日山东购彩者李先生
通过机选倍投，轻取排列五
头奖3注，累计获得奖金30
万。

据了解，李先生几年前
接触到体育彩票后，便成了
排列五的忠实粉丝，每期必
买。与其他资深购彩者不
同的是，他尽管每期都买，
但从不研究号码走势，每次
都是让销售员打随机。他
觉得研究号码太繁琐复杂，
索性一律打随机，至于中不

中奖就全靠运气了。
10月20日这天，李先

生来到经常买彩票的一处
体彩站点，随机选了4注号
码，进行倍投，因为急着去
跟朋友聚会，打完票就匆匆
离开了站点。“我买彩票就
这么干脆，也不长时间研究
走势图，都是机选几注，买
完就走，纯粹看运气。”李先
生说。

领奖过后，李先生表
示：买彩票要保持一个好的
心态，把购彩当做生活中的
一份希望，积极工作，认真
生活，幸运也许就会像今天
一样不期而至！ 中体

全凭运气
机选号码幸运中头奖

第19123期：

大乐透开6注一等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