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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130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90期中奖号码
1 2 7 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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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084元，中奖
总金额为221504元。

中奖注数
6 注

391 注
6976 注
406 注
318 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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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蓝色球

02 11 12 26 27 29

第201912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374072 元
9383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8 注
253 注

1489 注
71139 注

1302739 注
8227113 注

0 注
7 注

44 注
2167 注

48042 注
344179 注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467194元，全省中奖总金额为
3423567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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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572元。

中奖注数
617 注

0 注
849 注

中奖号码：3 2 8“排列3”第19290期中奖号码

4 8 5
“排列5”第19290期中奖号码

4 8 5 1 6

10月 19日晚，体彩大
乐透第19119期开奖后，中
奖号码为“03、06、09、23、
34 + 02、11”。甘肃平凉市
一名购彩者通过一张3元追
加票，中得一注分量十足的
二等奖，奖金高达110万元。

据网点业主介绍，中奖
者是一位年龄在50岁左右
的男子，是体育彩票的忠实
爱好者，几乎每期都会买上
几注。10月 19日下午，该
名购彩者选择的投注号码一
号之差，与千万大奖擦肩而
过，由于这位中奖者采用的
是追加投注的方式，二等奖
一注中出基本奖金611893
元，追加奖金489514元，总
计金额1101407元。

10月 28日上午，这位

姗姗来迟的中奖者怀着喜悦
的心情来到了甘肃体彩中心
领奖，他表示，关注体彩十几
年时间了，每周都要去附近
的体彩销售网点购买彩票，
中间也中出不少小奖，这次
中奖的这一注大乐透号码他
已经守号近10年时间了，功
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开花结
果，中得了百万大奖。“来领
奖没感到多么兴奋，只是觉
得自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
地。”他说自己“终于可以安
安心心地睡上一觉了”。

这位中奖者表示，能在
这个时候中奖，大乐透可谓
自己一家人心目中最幸运的
彩票，自己以后会坚持买下
去，即使不中奖，也权当做公
益了。 中体

“圆梦双色球 一起做公益”

答题抽好礼 双色球邀您来参与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福彩

双色球，感受双色球的魅力，
11月1日至11月10日，中国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开展

“圆梦双色球 一起做公益”活
动，通过参与线上答题活动，
赢取双色球彩票体验券、华为
手机等奖品，还有机会助力扶
贫奉献爱心。据悉，此次活动
全国有20多个省（市）参与，
河南位列其中。

活动期间，关注“福彩双
色球”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
栏“答题抽奖”进入页面。参

与者每天 10:00~22:00，可
参与答题抽奖，获得抽奖机
会，并通过抽奖获得奖品。
其一，约 700万元的双色球
体验券，每次抽奖都有机会
获得面额10~100元不等的
体验券，可到活动指定福彩
站点免费兑换同等面额的双
色球彩票；其二，价值 50万
元实物奖励，抽奖后还有机
会获得二次抽奖资格，奖品
有华为手机、华为电脑、智能
手表；其三，爱心助力机会，
除了丰富的奖品，如果抽取

到的奖品为爱心扶贫金，将
由活动承办方以活动参与者
集体的名义捐给指定的扶贫
项目。

双色球游戏是福利彩票
主要游戏玩法之一，实行全
国联合销售、统一开奖的模
式，凭借“大奖大、小奖多，中
一个号码就有奖”等特点深
受购彩者喜爱，有着“彩市航
母”的美誉。“圆梦双色球 一
起做公益”活动邀您体验双
色球，感受福彩公益的魅
力。 豫福

“体彩老物件”征集活动进行中
“体彩25周年老物件征

集和展示”活动目前正在进
行中，如果您年满 18周岁，
保存有“体彩老物件”，即可
参与。

本次活动自10月 18日
启动以来，受到了全国各地
购彩者、收藏爱好者的广泛
关注，征集活动将持续至11
月 18 日。如果您收藏有能
够展现体育彩票发展历程、
具有关键或特殊历史意义的
物品，以及体现其为群众生
活带来的乐趣、对社会公益
事业作出的贡献等物品，可
以通过邮寄或网上投稿参
与。

活动评审小组将根据老
物件的历史意义、时间性、珍
稀性、完整性、独特性、品相状
况等因素综合进行奖级评
定。活动设置了丰厚的奖金：
一等奖5名，各奖励2000元
现金；二等奖 10名，各奖励
1000元现金；三等奖30名，
各奖励500元现金。各奖项
不兼得。获奖名单将于2019
年12月在中国体彩网等媒体
公布。

投稿前，请务必登录中国
体彩网首页，仔细查看活动规
则，了解本次活动征集范围、
参与方式及要求。投稿请务
必注意以下几点：

1.提交的老物件应与体
育彩票有关。

2.每个参与者仅限提交
有代表性的体育彩票老物件
1件（组、套），对于同一编号、
同一类型、同一名称的老物件
请在报名表备注几枚 1 套
（组），评选时计为1件（不重
复参选评选）。

3.参与者须提供该老物
件的清晰照片1至3张。照
片要求：物品在画面中间位
置，展示清楚，便于确认。提
交照片大小在2M以内。

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登
录中国体彩网首页查看活动
规则。 中体

10月 25日一大早，大
连彩民王先生和妻子现身领
奖，他幸运收获双色球第
2019121期二等奖，收获奖
金16万元。

“他有段时间老买彩票，
我就嫌弃他买得太频繁了，
就和他生气，后来这段时间
他还真的不买了。那天我没
事翻看手机相册，里面有一
张他之前自己写的号码，我
就让他去再买一张。”妻子的
话语中可以感觉到忍不住的
激动。

“你看我多听媳妇话，让
我买我就立马去买，不让买
就坚决不买！”王先生开玩笑
地说。据了解，王先生在当
期开奖后的一天下午，原本
他想要去投注站再买一张双
色球彩票，结果在门口就看
到了喜报。“我一看有人中了
二等奖，还和我一天买的彩
票，就赶紧把自己的彩票拿

出来对了一下当期的开奖号
码，看完我就蒙了，立马给我
媳妇打电话！”

妻子说，她刚接到丈夫
的电话时，完全不敢相信，
后来还是王先生把彩票的
照片发了过来，她再三确认
后，才敢相信这回是真的中
了大奖了，奖金 16万！“看
来以后不能限制你买彩票
了。”妻子笑着说道，随后又
立马补充了一句，“但是一
次不能超过二十元钱！”丈
夫也开心地表示坚决同意
妻子的要求。

聊到中奖后的打算，年
轻的小夫妻俩倒是蛮有自
己的计划。“我一直想换一
个冰箱，老舍不得买，这次
回去要买个好的！还有，家
里人今天有过生日的，一会
打算去买个手机，当做生日
礼物！剩余的钱，我们先攒
着！” 中彩

上周（10月21日-10月
27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
省销售约3.16亿元，通过销
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
金约0.77亿元，其中的一半
约0.38亿元用于支持我省的
体育事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
业；另一半上缴中央用于全国
公益事业。其中，上缴中央的
体彩公益金60%用于补充全
国社保基金，约0.23亿元。

2019年河南省已销售体
育彩票总量约131.73亿元，
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
集公益金约32.13亿元，其中
用于我省和上缴中央的体彩
公益金各约16.06亿元。上

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60%用
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约9.64
亿元。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为
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
法销售的国家公益彩票。体
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奖金、发
行费和公益金，彩票资金构成
比例由国务院决定。销售体
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
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
计划、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法律援助、教育助学、城乡
医疗救助、扶贫、残疾人救助、
红十字事业、赈灾救灾、农村
养老服务、文化事业等。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比
例为：中央50%（其中：补充
社会保障基金30%，中央专
项彩票基金15%，国家体育
总局2.5%，民政部2.5%）；地
方 50%（使用单位：省体育
局，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
省财政统筹）。河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不使用体育彩票
公益金。

在河南省，凡是中国体育
彩票冠名的全民健身和群众
性赛事、活动，以及遍布城乡
带有体彩标识牌的健身路径，
都是由体彩公益金支持的。
可以说，无论您是否购买体育
彩票，都将从中受益！ 河体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河南体彩上周筹集公益金0.77亿

平常心购彩
小夫妻喜领奖金

守号近十年 终获体彩大奖
因追加投注，二等奖高达百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