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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福彩 3D
第 2019290 期开奖，江苏
彩民朱先生中得70倍单选
奖，奖上派奖，揽获奖金8.4
万元。

据介绍，朱先生是福彩
3D的忠实粉丝，平时对于
不敢确定的数字，大部分时
候朱先生都会采取位选投
注的方式。这次的中奖彩
票也是这样产生的。中奖
当天晚上，朱先生来到投注
站购买彩票。3张彩票均采

用了单选位选的投注方式，
百位选择“0123456789”，
十位选择“2”，个位选择

“0123456789”，分别进行
20倍、25倍、25倍投注，一
次性收获奖金8.4万元。

兑完奖，陈先生开心
地表示“3D”游戏属于小
盘玩法，天天开奖，正好可
以满足自己天天休闲娱乐
的需求，以后会继续献爱
心，继续支持中国福利彩
票事业。 中彩

大乐透爆出10注一等奖

21.77亿奖池今晚有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11月4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26期开奖，当期全国井喷
10注千万头奖，包括 3注为
1800万追加头奖，落入山西、
吉林和上海购彩者囊中；另外
7注为1000万元基本头奖，分
别被辽宁、黑龙江、上海、安
徽、福建、山东、湖北购彩者瓜
分。

大乐透19126期前区开
出号码“05、09、16、18、30”，
后区开出号码“04、07”。当期
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108期
开奖，以2.76亿元的全国发行

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938万元。

根据数据显示，山西中出
的1800万元追加一等奖出自
晋城市，中奖彩票是一张8+2
复式追加票，单票中奖1805
万元。吉林中出的1800万元
追加一等奖出自长春市，中奖
彩票是一张3元1注单式追加
票。上海共中出2注一等奖，
其中1注为1800万元追加一
等奖，出自奉贤区，中奖彩票
是一张15元5注单式追加票。

另外，上海、辽宁、黑龙江

和湖北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
一等奖，中奖彩票均为10元5
注单式票。而安徽、福建和山
东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一等
奖，中奖彩票均为复式票。

当期二等奖中出150注，
单注奖金 20.59 万元。其中
45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16.47万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37.07万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
21.77亿元滚存至今晚开奖的
第19127期，提醒广大购彩者
不要错过收获幸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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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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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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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427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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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抽好礼 双色球回馈活动正进行
活动范围包含河南，更多惊喜等您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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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走进内乡县郦城村小学
截至目前，南阳共有25所中小学获得此项捐助

11月 1日上午，“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来到南阳，河南
省体彩中心南阳分中心为内
乡县赵店乡郦城村小学捐赠
了价值2万元的体育器材，参
与活动的河南省体校志愿者
还为学校师生送去了别开生
面的“快乐体育课堂”。

据赵店乡中心校校长朱
玉会介绍，郦城村小学教师、
学生较少，经济基础薄弱，学
校硬件设施配备不到位，体育
器材少，体彩中心捐赠的这些
器材将改变郦城村小学体育

器材匮乏的现状，将使孩子们
的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将
会促进学校体育教学迈上一
个新台阶，将为学生德智体全
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体彩南阳分中心主任张
付国在捐赠仪式上介绍，河南
省体彩中心在积极推动“快乐
操场”公益活动在全省落地生
根的同时，还使用发行费陆续
开展了资助贫困女童、捐助地
震灾区、支援抗旱救灾、捐助
贫困大学生“新长城助学基
金”、资助郑开马拉松和大型

体育赛事、支持本省奥运健儿
和全运健儿备战等公益活动，
努力践行着行业的公益责任、
社会责任，向社会传递了体育
彩票的履职担当。截至目前，
南阳共有25所中小学获得此
项捐助。

捐赠仪式结束后，河南省
体校的志愿者还与学生一起
进行了快乐健美体操和羽毛
球运动练习，孩子们在志愿者
带动和感染下，切实体会到了
体育课堂带来的快乐。

河体

近日，福彩双色球第
2019123期开奖，江西彩民
周先生喜中双色球头奖1
注，获得累计奖金570万多
元，为一张复式票。

据了解，周先生在当晚
双色球开奖后并未第一时
间关注开奖信息。第二天
一早，周先生得知中奖新闻
后，便赶紧拿出彩票进行核
实，核对几遍后确定中奖，
便与家人分享了这个喜
讯。“和他们说我中500万
了，他们都不信，每个人都
拿着彩票再核对了一遍号
码，前前后后我们估计核对
了十几遍。确定中奖了我
就请假第一时间来兑奖
了。”

当问及他的投注技巧
是什么，没想到周先生只说

了两个字：“坚持。”周先生
购买双色球四年多，虽然时
间不算很长，但是他基本期
期不落，而这张中奖彩票是
他守号所得。“彩票中奖就
是一个概率性事件，我选择
复式投注本身中奖概率也
比单式投注要高，但是最重
要的还是要坚持购彩，大奖
说不定就在什么时候降临
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众多彩民中我的购彩时
间不算长，但是却幸运中
得头奖，我很感恩。最初
购买双色球的初心就是为
公益也为博取一份大奖，
现在中大奖了，我今后也还
是会继续购彩，支持公益福
彩事业。”周先生激动地
说。 中彩

四年坚持
守号投注终抱大奖
彩民复式投注喜中双色球570万大奖

倍投3D
老彩民收获好运

10月20日，在体彩7星彩
第 19120 期开奖中，俞先生
凭借一张5注10元投入的单
式票，中出 1 注 500 万元头
奖 。 当 期 的 开 奖 号 码 为
8403026。

俞先生购买7星彩已经有
12年了。他笑言：“买第一张
7星彩彩票时，我刚参加工作，

现在都已经当爸爸了。时间
真的过很快，没想到这次幸运
砸到我头上了，也许是女儿的
出生给我带来了好运气。”

在投注方面，俞先生每期
投入控制在10元左右，选择随
机5注的打法。始终抱着一颗

“平常心”的他，相信属于自己
的一定会来，不属于自己的不

强求，所以从不挑号选号，机
选出什么号就买什么。

当期开奖日，俞先生一如
既往购买了一张7星彩随机5
注彩票，其中第四注号码让他
收获了头奖。

问及奖金的用途，俞先生
表示准备给女儿做教育基
金。 中体

奖金给女儿做教育基金

男子凭5注10元单式票中七星彩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