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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27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4、07、08、11、16”，后区开
出号码“09、11”。本期是新规
则上市后的第109期开奖，通
过3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
会筹集彩票公益金1.08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5注一等
奖。其中，1注为1800万元
（含8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
注一等奖，出自云南；4注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
落上海、江苏、广东和贵州。

数据显示，云南中出的
1800万元出自玉溪，中奖彩
票为一张5注15元投入的单
式追加票。

上海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浦东区，中奖彩票为一张
7+2复式票，单票擒奖1003
万元。

江苏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苏州，中奖彩票为一张11+4
复式票，单票擒奖1169万元。

广东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中山，中奖彩票为一张8+3
复式票，单票擒奖1081万元。

贵州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黔南州，中奖彩票为一张5
注10元投入的单式票。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来自云南玉溪的幸
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
多拿了800万元追加奖金，从
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
到了封顶的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110注，每注
奖金为37.71万余元；其中45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30.16万余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67.88万元。

三等奖中出198注，单注
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
出909注，单注奖金为3000
元。五等奖中出20626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
出27006注，单注奖金为200
元。七等奖中出38939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
出872301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 8686172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21.35亿元滚存至11月9
日（周六）开奖的第19128期。

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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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69478元，中奖
总金额为2741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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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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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385652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97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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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90188元。

中奖注数
711 注

0 注
1067 注

中奖号码：9 5 6“排列3”第19297期中奖号码

5 2 5
“排列5”第19297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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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日，济源一福彩
投注站传来喜讯，幸运彩民王
先生收获2元面值刮刮乐“美
梦成真”头奖，拿下奖金8万
元。

王先生是福彩的忠实粉
丝，彩龄长达十余年，福彩中
每种游戏都有涉足，在众多福
彩玩法当中，王先生对双色球
情有独钟。“我买了十几年彩
票，一直都是购买双色球，每次

投注额在6元到20元不等。”
11月6日下午4点，王先

生跟往常一样，来到家附近的
福彩投注站购彩。这次跟以
往不同，王先生并没有购买双
色球，而是首次购买刮刮乐

“美梦成真”。据了解，王先生
当时是花费14元，买了7张
刮刮乐“美梦成真”，“我把
14元零钱全买了，没想到才
刮到第三张，就中大奖了！”

8万元大奖从天而降，王先生
直感慨：“从没想过自己会这
么好运。”

谈起奖金规划，王先生开
心地说:“今天可以过个肥年
了！中奖以后我准备跟家里人
吃个丰盛的晚餐！”最后，王先
生还向福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感谢，并表示以后会常购彩，继
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豫福

“美梦成真”老彩民刮出头奖
济源彩民喜领刮刮乐奖金8万元

近日，即开型体育彩票顶
呱刮首款三联张套票“遇见敦
煌”即将在全国各地上市销
售。该款套票以敦煌飞天为主
形象，融入莫高窟、鸣沙山、月
牙泉等景点元素和张骞等人物
形象，精心手绘而成，极具收藏
价值。该款套票单票面值10
元，一等奖奖金25万元。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节点
城市，以“敦煌石窟”和“敦煌
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
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
阳关的所在地，是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沿着丝绸之路，中国
的丝绸及先进技术不断向西
传播到中亚、西亚甚至欧洲，
而来自西域的物产亦传播至
中原地区。中西文化在这里
汇聚、碰撞、交融。丝绸之路

是我国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
敦煌也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
的一颗璀璨明珠。

敦煌壁画包括敦煌莫高
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
有石窟552个。敦煌飞天是
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
术的标志，是华夏文明的瑰
宝。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
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

敦煌飞天既有佛学韵味，
又有艺术美感，是中国艺术家
的天才之作，是世界美术史上
的奇迹。将中华文化瑰宝融
入顶呱刮票面设计之中，丰富
了即开票产品的文化承载内
涵，提升了文化感和价值感。

“遇见敦煌”是一款文化
类主题票。三联票的设计，使
得“遇见敦煌”成为一幅完整

的“飞天”，既具有收藏价值，
也兼具装饰功能，把它装在镜
框里挂在墙上，好似把敦煌壁
画“搬”到了家中。

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
来，顶呱刮发行了多款“国”系
列即开票，如国色“中国红”、国
庆“我们的生活”、国运“赢”以
及“国宝”，最近上市的国风“遇
见敦煌”，为“国”字号即开票再
增加一个新品种，为喜欢即开
票的购彩者带来更多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遇见敦
煌”票面预埋符号中包含香水
梨、李广杏、敦煌瓜等当地特
产，将敦煌文化展现得淋漓尽
致。购彩者每购买一张“遇见
敦煌”，将贡献2元公益金，完
成一次随手做公益的善举。

中体

顶呱刮“遇见敦煌”即将亮相
面值10元，为体彩首款三联张即开票

11 月 1日，福建彩民颜
先生携妻子现身领奖，他幸运
命中双色球第2019122期19
注二等奖，揽获奖金 429万
元。

颜先生是个老彩民，购彩
有十几年时间了，然而，对于
选号他却没有特别的想法，经
常选择的投注方式是机选加
倍投。“我一直认为，中不中奖
都靠缘分，所以我从不自选，
都是机选。”颜先生说道，“早
年手头不宽裕，就少买一些，
现在资金较为充足了，就多买
几倍。”

购彩当天，颜先生出门办
事，路过福彩投注站，就进去

机选了几张双色球彩票。其
中一张彩票上的5注号码，他
看起来特别顺眼，就给每注号
码进行了19倍投注。

为什么是“19倍”这样别
致的倍数呢？对此，颜先生解
释，这是因为“9”是他的幸运
数字，“今年是19年，机选出
来的号码里有‘19’，就顺手
进行19倍投注了。”当晚，颜
先生这张19倍投注的彩票表
现亮眼，票面上第3注号码击
中了当期全部红球，拿下了
19注二等奖，奖金共计429
万元。

颜先生并没有及时兑奖
的习惯，直到10月31日，他再

度光顾投注站时，发现站点立
起了拱门，贴出了喜报。看到
喜报上写着该站喜中19注二
等奖，他才猛然想起自己似乎
曾经在这里买过一张19倍投
注的彩票。“我当时赶紧折回家
去把彩票翻出来核对，没错，就
是我中的大奖！”

中二等奖都有429万，不
敢想象，要是多中一个蓝球的
话，那可就是至少将近1个亿
的巨奖呢！对此，颜先生并不
在意，他笑笑说道：“能中就开
心啦，中奖都是缘分。接下来
我会继续买双色球，相信还会
有更大的缘分在等着我！”

中彩

缘分到来 老两口喜领奖金
命中19注双色球二等奖，共揽奖金429万元

大乐透开5注足额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1.08亿

11月5日上午，河南省体
彩中心安阳分中心的工作人员
把“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
的崭新体育器材送到林州临
淇镇梨林小学的孩子们手中，
此举顿时沸腾了整个校园。

捐赠仪式上，安阳分中心
副主任杜鹏军发表讲话，并向
临淇镇梨林小学授“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纪念牌，学校向
安阳分中心回赠锦旗致以谢
意。

捐赠仪式结束后，出席仪
式的领导和孩子们一起玩起
了拔河比赛，整个学校一片欢
呼。来自河南省体校的体育

教师给孩子们上了乒乓球课
和武术课,孩子们学得津津
有味、不愿散场。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
动主要是面向边远贫困的中
小学捐赠必要的体育器材。
2013年该活动在我省启动以
来，已有100多所乡村中小学
得到捐助,其中安阳共有8所
学校获得捐助，捐助的体育器
材为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带
来帮助。希望同学们在“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的陪伴下能
够好好学习，更加快乐、健康
地成长,早日成为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栋梁之才。河体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走进林州
安阳已有8所学校受到此活动的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