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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8

每注金额
100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18期中奖号码
5 8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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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896元，中奖
总金额为73801元。

中奖注数
0 注

243 注
4753 注

134 注
150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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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7 10 13 19 23 31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601120 元
88207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625546 元
625000 元

5 元

27 注
230 注

3092 注
120305 注

1972407 注
13760746 注

19 注
8 注

8625239 注

0 注
5 注

94 注
4845 注

81085 注
552894 注

0 注
0 注

341241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19137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7232320元。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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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990元。

中奖注数
946 注
807 注

0 注

中奖号码：2 3 2“排列3”第19318期中奖号码

3 1 9
“排列5”第19318期中奖号码

3 1 9 6 9

近日，由荥阳市教育体育
局、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郑州西区分中心主办，荥阳市
体育中心、荥阳市篮球协会承
办的荥阳市第七届“中国体育
彩票”杯三人制公益篮球赛在
荥阳市篮球馆正式拉开帷
幕。此次三人篮球赛共有五
十余支队伍参与角逐。

开幕式上，河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郑州西区分中心
主任张浩森同志进行了动员
讲话，预祝参赛运动员赛出风
格、赛出水平，取得优异的成
绩。随后荥阳一小的同学们
进行了一场精彩的篮球操表
演。最后，荥阳市体育中心主
任卞华鹏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张浩森主任为此次篮球赛进

行开球，队员们迅速进入状
态，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此次篮球赛不但参赛队
伍众多，而且与往年相比今年
分了少年组、青年组、壮年组
等多个组别，让每个年龄阶段
的群众都可以参与到比赛中
来，真正实现了“全民健身”。

荥阳市“中国体育彩票”
杯三人制公益篮球赛已经陪
伴所有的篮球爱好者走过了
七个年头，这项赛事已成为当
地，乃至郑州西区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公益体彩，乐善人
生，大力支持“全民健身计划”
的实施，努力建设负责任，可
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
益彩票。

河体

近日，周口市川汇区一
名80后幸运购彩者小王，
刮中体彩顶呱刮即开票“宝
石之王”三等奖，喜领奖金
30000元。

作为一款30元面值的
即开型体育彩票，“宝石之
王”也是目前彩市上头奖最
高的即开票种，最高奖金达
150万元，自上市以来便备
受购彩者喜爱，也被广大购
彩者称为“奖金之王”。

据了解，中奖者小王在

实体店购彩时，被桌面上整
齐摆放的精美即开票吸引
了眼球，就选购了几张即开
票“宝石之王”，在刮其中的
一张“宝石之王”时，发现

“游戏一”区域出现了“钻
戒”标志，销售员连忙提醒
小王中奖了。于是他赶紧
刮 开 下 方 金 额 ，看 到 了

“30000元”金额显示，惊喜
就是这么突如其来！虽然
不是一等奖，但是小王表示
三等奖也很知足。

兑奖时，小王笑着说，这
次不但为公益事业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还收获了意外的
惊喜，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体彩顶呱刮票种丰富，
票面精美，还具有丰富的文
化寓意，闲暇之余朋友们不
妨到附近的体彩销售网点
一试手气，同时，您所购买
的每一张即开型体育彩票
金额中的20%都将用于社
会公益事业！理性投注，快
乐购彩。

一举两得 购彩做公益收获惊喜
周口购彩者喜中体彩顶呱刮“宝石之王”奖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耿力强

近日，河南省下达专项
资金9.4亿元，用于支持老
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和改造，加快补齐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短板，让更多老人
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
养老服务。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也
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
截至2018年底，全省65岁
以上老年人增加到 1019
万，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
15%，养老服务需求旺盛。

按照规划，今年起，河
南省将用3年时间全面完成

1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提质。老旧小区改造不光
要“好看”，关键要“好住”。

针对城镇老旧小区普
遍存在居民老龄化突出、老
年人口占比较大、养老服务
设施缺失严重等问题，河南
省专门将加强养老设施建
设和改造作为全省老旧小
区改造提质的重点内容。
在今年下达的60亿元老旧
小区专项资金中，有9.4亿
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新建、
改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以
及运营管理等，加快提升河

南省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水
平。

据了解，2018 年底以
来，河南省先后下拨中央福
利彩票公益金1亿元、省级
彩票公益金3.5亿元和省级
高成长服务业专项引导资
金3000万元，用于支持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今年开
始，河南省将统筹省级各类
财政资金，对城镇社区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支持力
度。今年年底，全省城市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将
达2400多个。 豫福

河南福彩公益金
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为了让社会公众全面感
受体育彩票开奖全流程，提
升公信力体验，在河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的组织安排
下，许昌分中心“相约体彩”
观摩团于11月20日到达北
京，在丰台体育中心的中国
体育彩票开奖大厅现场见证
开奖全过程，近距离感受中
国体育彩票一贯坚持的“公
开、公平、公正”发行原则。

20日下午，许昌观摩团
一行30人到达北京丰台体
育中心后，现场工作人员向
大家介绍了体育彩票的发展
历程、公益金使用情况、开奖
流程等内容，让大家对体育
彩票品牌及开奖相关内容有
了更深的认识。在现场工作
人员的组织下，所有人经过
身份核验、安检等流程后，观

摩团一行带着工作人员派发
的“红包”进入了开奖直播大
厅。每个“红包”里存放有1
注超级大乐透彩票、1注排
列3彩票、1注排列5彩票和
一张“顶呱刮”即开彩票，这
也让大家对即将开始的开奖
过程有了更高的期待。

在开奖直播大厅，大家
一起观看了介绍开奖过程
和“维纳斯”摇奖机的视频，
工作人员还让大家接触了
和开机用球一样规格的样
品球。在开始摇奖前及摇
奖结束后，工作人员分别邀
请了两位许昌观摩团的成
员上台近距离观看了摇奖
机和开奖球。20点30分，
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主持
人按下了开奖机“维纳斯”
的开始键，来自河南许昌以

及其他省市的共96位观看
开奖的临时“公证员”，见证
了整个严谨有序的开奖过
程。开奖结束以后，工作人
员为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发
放了“开奖参观监督证书”。

走出开奖大厅，许昌观
摩团的所有人都难以平复
激动的心情。其中一位体
育彩票销售网点的销售人
员表示，这个开奖过程真的
很严谨、规范，整个流程都
代表着我们体育彩票在严
格遵循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发行原则，也在实际落实
着责任彩票的工作。所有
的观摩团成员都表示，回去
一定会把当天的所见所闻
告诉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中国体育彩票的正
能量！ 河体

相约体彩 见证体彩公信力
许昌观摩团赴京现场观看开奖

舍近求远
忠实彩民收获3D好运

11月 21日是福彩3D第
2019311期的开奖日，盘锦彩
民于先生中得当期单选240
注、组六20注，奖金合计25万
多元。

近日，于先生在投注站业
主付先生的陪同下来到盘锦
市福彩中心领奖。在兑奖过
程中，市中心工作人员了解
到，于先生特别钟情于“3D”，
虽不是期期不落地买，但只要
有灵感就会多买一些。

虽然于先生家门前就有
彩票站，但是他在那儿买彩票
的时候不多，经常驱车二十多
分钟，前往付先生的彩票站。
因为付先生为人热情周到，所
以每次舍近求远，彩票买完就
放在付先生手中，中奖了把奖
金也放在付先生手中，忙的时
候不去站里打彩票，将号码发
给付先生，钱从奖金里扣，久而
久之，两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11月21日这天，于先生
晚饭后散步，就到自家门口附

近的彩票站晃了一圈，看过走
势图，觉得当期3D号码2、4、
8不错，但又有点不顺眼，想买
又不想买，最后就走了。回到
家的他又感觉这三个号还可
以，于是就给福彩343号站的
老板付先生打了个电话，正好
付先生那里有他上次中的
2000多元的奖金还没花，他
就以520元买了 240注的单
选2、4、8和20注的组六。于
先生说，当天他对这组号码有
些犹豫，要不就把那2000多
元都花了，那中得的奖金会更
多。

虽然有点遗憾，但这组号
码却给于先生带来了他人生
中的第一个大奖，因3D单注
奖金未过万元不需要交个人
所得税，于先生可谓实实在在
把25万多元的奖金收入了囊
中。于先生还说，买彩票还得
去付先生那里，因他为人和
善，因此聚财，会好运不断
的。 中彩

荥阳市“体彩杯”
三人篮球赛火热开赛
此次比赛共有五十余支队伍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