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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9

每注金额
1387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04期中奖号码
5 6 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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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048元，中奖
总金额为182195元。

中奖注数
5 注

325 注
5541 注

223 注
262 注

16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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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030元。

中奖注数
589 注

0 注
856 注

中奖号码：4 6 5“排列3”第19304期中奖号码

6 6 3
“排列5”第19304期中奖号码

6 6 3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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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 17 19 20 24 31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956355 元
150488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3750000 元
1250000 元

5 元

12 注
195 注

1396 注
71263 注

1344951 注
10673415 注

8 注
4 注

6499869 注

4 注
12 注
93 注

4106 注
61021 注

439507 注
3 注
1 注

268612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19131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7147072元。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记得我吗？我又来领
奖啦！”近日，贺先生来到福
建省福彩中心，这是今年他
第二次带领合买团中得七乐
彩头奖，此次距离其上一次
领奖仅仅过去了4个月！

据介绍，贺先生站点的
合买团成立好几年了，团里
的彩民都是店里的熟客，由
于经常在一起合买，大家的
感情非常好。今年 6月 24
日，合买团意外收获了七乐
彩第2019072期120万元大
奖，中奖之后，大家都摩拳擦
掌，准备抓住机会，再中一
次。

因为10月23日开奖的

第2019121期、10月25日开
奖的第 2019122 期和 10月
28日开奖的第2019123期，
七乐彩的一等奖连续3期未
中出，使得10月 30日晚开
奖的七乐彩第2019124期奖
池高达567万元，七乐彩再
次成为彩民们关注的焦点。
贺先生和他的合买团也不例
外。

10月30日中午，彩民王
先生早早选好了12个号码，
推荐给了合买团。贺先生笑
着说道：“这次合买一共有
14个人参加，我自己也认购
了半份。”

当晚，七乐彩第2019124

期开出5注单注奖金为157
万 元 的 一 等 奖 ，福 彩
35015288彩站中得了当期1
注一等奖、35注三等奖及一
些固定奖，奖金总计162万
元。

确认中奖后，贺先生立
马把这一好消息发到了合买
群里。群里顿时炸开了锅，
大家既激动又感慨，当即表
示要再次组团前去领奖。

11月1日下午，合买团
齐聚福彩中心。在现场，彩
民们纷纷表示，能在短时间
里两中大奖，运气真是不错，
相信接下来双色球派奖一样
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中彩

11月10日，由洛阳市城
市管理局、大河报社、河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洛阳分中
心联合举办的“爱心驿站”授
牌仪式圆满落幕。

自2016年起，洛阳体彩
就开始举办“慰问城市化妆
师——环卫工人”“慰问城市
道路的指挥家——交警”等
爱心公益活动。由于每次慰
问的人数有限，很多社会上
需要关爱的人群无法一一顾
及，而洛阳体彩“爱心驿站”
的成立，恰恰解决了这一难
题，同时也翻开了体彩公益
爱心服务事业发展的新篇
章。

这次“爱心驿站”公益活
动，洛阳体彩分中心精选了
80家体彩销售实体店作为

“爱心驿站”服务点，主要是
对环卫工人、公安交警、市民
和外来旅游人士等群体免费

提供临时休息、饮水、急救
箱、打气筒、充电等多种公益
关爱活动。

在现场，洛阳体彩分中
心主任李文强介绍，首批80
家体彩销售实体店“爱心驿
站”，不仅仅分布在洛阳市城
区，其他各个县区都有设立，
具备覆盖广、分布匀、服务
好、设施全等特点。本次洛
阳体彩分中心在站点地址的
选择上，多选择人流量密集
的区域，这样能为更多的人
提供爱心服务。

现场参与活动的环卫工
人纷纷为“爱心驿站”的设立
点赞。一位环卫工人说：“现
在可好了，有了这个‘爱心驿
站’，冬天俺们就有热水喝
了，在外面劳作再也不会觉
得冷了。”其他的环卫工人也
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随后
大家在爱心公益墙上留下了

自己的名字，也希望今后通
过自己的爱心行动，为社会
传递正能量。

被授予“爱心驿站”的体
彩销售实体店负责人代表谭
海新说：“对于体彩销售实体
店而言，能让户外工作者冷
了有地方取暖，累了有站点
歇脚，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体
现。”体彩销售实体店的负责
人们也都表示，加入“爱心驿
站”后，将尽心尽力做好服
务，让这里成为户外工作者
的一个“家”。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但涓涓细流可汇聚成
海。只要大家的爱心连在一
起，就会为加速和谐洛阳建
设，发挥出体彩“爱心驿站”
的作用，为推进文明城市和
和谐社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
献，增添更多文明的色彩。

河体

近日，购彩者陈先生幸运
收获体彩顶呱刮大奖，刮中

“红宝石”，奖金25万元。
据介绍，陈先生同朋友聚

餐结束回家，因为时间较晚，
很多店铺已经打烊，在路过尚
在营业的体彩实体店时，勾起
了他的购彩兴趣。他走进实
体店请销售员为他拿了一张
20元面值的“炫酷9”和两张
10 元面值的“红宝石”即开
票。刮完后没有中奖，他摸了
摸口袋，还有 10 元零钱，他
想：“干脆把第二天的彩票提
前买了。”他请销售员在“红宝
石”中挑选了一张序列号同他
年龄最接近的“049”彩票。因
为是所购买彩票中的最后一

张，他刮得格外认真。终于，
中奖号码23现身，他又刮开
奖金区查看，显示“￥250，
000”。当时，陈先生就淡定地
请销售员确认是否中奖25万
元。

确认无误后，陈先生并没
有急着回家，而是请销售员把
他刮的那张剩票拿过来，直至
刮完并咨询过相关兑奖事宜
后才离开。

陈先生兑奖时说：“我有
空时会刮几张即开票，之前只
刮中过100元奖金。这次中
奖前，总觉得刮数十万元的大
奖很难，没想到这次‘红宝石’
真的藏着‘宝石’，就是这么一
会儿工夫中了25万元。”中体

11 月 5 日晚，双色球第
2019127期开奖，重庆渝北一
彩民以 14 元击中双色球头
奖，拿下598万元大奖。

11月6日，598万元大奖
得主张女士出现在重庆市福
彩中心兑奖，神情激动。原
来，此次能中大奖，全因为临
时更换了一个蓝球号码。

在双色球史上，因一号之
差错失大奖的彩民不计其数，
张女士却幸运地避开了这一
遗憾。购彩时，本来机选投注
的她，凭借临时更换了一个蓝
球号码，幸运捧回双色球598
万元大奖。“这个决定，只用了

几秒钟就完成了。”
据了解，张女士今年五十

多岁，购彩已有十几年，平时
双色球期期不落，机选是张女
士一直以来的购彩习惯。张
女士透露，11月5日傍晚，按
照以往的习惯，她花费14元
机选了1注“7+1”复式号码。
看见投注机上蓝球号为“16”
后，张女士立即决定换号，“根
据感觉选了‘10’”。

在生活中，张女士是一个
乐于助人的人，此次能够中出
大奖，张女士感叹：“都说善良
的人运气不会差，我这运气也
太好了吧。” 中彩

11月 6日，河南体彩中
心南阳分中心组织30人观
摩团走进北京丰台体育中心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现
场见证体育彩票阳光开奖全
过程。

在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
厅，进场前的准备工作严谨、
严格、有序。工作人员首先
对参观人员进行了身份信息
核实，讲解了进入开奖大厅
须知，并向观摩团成员介绍
了中国体育彩票的发展历
程、销售概况、体彩开奖大事
记等情况。在严格的多重安
全检查之后，观摩团成员才
领取到通行卡，有序排队入
场。

在体育彩票开奖现场，

来自河南、江苏、辽宁的96
名观摩团成员井然有序地入
座，通过荧屏播放的小视频，
了解了开奖机的运行情况及
销售数据封存流程，通过传
看试机球、现场问答互动、观
摩团代表上台近距离监督验
证摇奖机和开奖球等环节，
开奖前，现场的气氛变得严
肃而活泼。

在公证人员和观摩团成
员监督下，主持人按下摇奖
机启动键，当期体彩大乐透、
排列3、排列5相继开出中奖
号码。开奖结束后，观摩团
代表再次上台核验开奖球
号，整个过程严谨有序，全程
在多方严密监督下顺利完
成。

体彩南阳分中心观摩团
成员、连续13年荣获“全国
优秀网点”称号的业主王红，
在见证开奖后表示：“我们观
摩团一行来到中国体育彩票
开奖大厅，现场观看了彩票
开奖过程，进一步见证了体
育彩票‘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作为连续多年获得

‘全国优秀网点’称号的业
主，这是我首次现场见证开
奖全过程。体育彩票负责任
的态度、可信赖的做法，更加
坚定了我今后投入体育彩票
销售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回
到地方后，我将更深入地向
体育彩票爱好者传达体彩的
责任理念和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 河体

“合买团”再迎好运 喜领奖金
4个月前曾中过七乐彩大奖

“红宝石”真的藏“宝石”

临时改蓝号
女彩民幸运中头奖

涓涓细流汇江海 小小公益传大爱
河南首批80家体彩“爱心驿站”授牌仪式圆满落幕

相约体彩 见证公信

南阳观摩团见证阳光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