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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70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22期中奖号码
1 4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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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406元，中奖
总金额为325260元。

中奖注数
30 注

1489 注
16033 注

515 注
472 注

24 注

5000000 元
25624 元

1819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1913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12 注

338 注
958 注

11538 注
17891 注

13066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6 注
7 注

184 注
326 注

2667 注

05 07 17 20 23 27 30 18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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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194元。

中奖注数
440 注
368注

0 注

中奖号码：0 4 4
“排列3”第19322期中奖号码

9 7 2
“排列5”第19322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138期中奖号码

前区04 06 07 20 29后区02 04

9 7 2 2 5

信阳、驻马店购彩者中千万头奖
当期大乐透开出4注一等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11月30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9137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3、05、12、13、26”，后
区开出号码“07、12”。当期
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119期
开奖，通过3.12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1.12亿元。

当期全国共中出4注一
等奖，每注奖金1000万元，分
落河南（2注）、浙江、广东。

从河南省体彩中心获悉，
河南中出的2注1000万元分
落信阳和驻马店。信阳中出
的是一张6+2复式票，出自
4115030212体彩网点，单票
擒奖1001万元。驻马店中出
的是一张10+4复式票，出自

4117020020体彩网点，单票
擒奖1103万元。

浙江中出的 1000 万元
出自宁波，中奖彩票为一张

“前区1胆7拖+后区2拖”的
胆拖票，单票擒奖 1003 万
元。

广东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中山，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
10元投入的单式票。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
用追加投注，本期四地幸运购
彩者均错失了800万元追加
奖金，从而无缘单注1800万
元追加封顶一等奖。

二等奖开出185注，每注
奖金为22.28万余元；其中55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17.82万余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40.11万
元。

三等奖中出303注，单注
奖金为1万元。四等奖中出
1204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25069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
出34536注，单注奖金为200
元。七等奖中出43971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
出 1033806 注，单注奖金为
15元。九等奖开出9372372
注，单注奖金为5元。

目前，大乐透奖池仍保持
在18亿元以上，提醒广大购
彩者不要错过收获好运的机
会。

连续7年参加中国体育“两博会”

“90后”体彩凭实力圈粉

老东家 情系健康

体彩展区内最热闹的当
数国民体质监测区。大家现
场领取国民体质测试表，就
可免费测试身高、体重、血
压、心率、肺活量、骨密度、人
体成分等项目。每台仪器配
一名监测指导员，负责指导
监测并填写测试结果。测试
完毕，工作人员将数据录入
系统，为测试者出具一份详
细的《体质测定报告》，包括
测试结果说明、分析、综合评
价、运动能力及运动风险等
级评定。

35岁的舒然做完最后一
项坐位体前屈测试，拿到《体质
测定报告》，对结果很满意。“我
以前销售过体彩，体育彩票是
我老东家。我虽然离开了体彩
行业，但知道老东家一直情系
百姓健康。”

广东体彩中心支持的“体
育彩票杯国民体质监测万里
行”活动连续开展这些年，不
仅将免费监测服务送到老百
姓家门口，还为测试者出具一
对一的“运动处方”与膳食营

养食谱，广受好评。

“小鲜肉”年轻有为

黎镇华做完体质监测，有
些恋恋不舍，便溜达到公益公
信展示区，继续感受体彩文
化。看完体彩25年发展历程
及体彩公益金使用方向介绍，
他有些惊讶地说：“今年我也
25岁，今天才知道原来体彩与
我是‘同龄人’”。年轻的体彩
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5000亿
元，支持全民健身、扶贫、抗震
救灾、医疗救助、教育助学、法
律援助等公益和体育事业。体
彩做出这么多成绩，他有些感
慨，这枚“小鲜肉”年轻有为！

朱若轩是位空间设计
师。他挨个展区溜达，饶有兴
致地欣赏着各家的设计与搭
建艺术。走进体彩展区，看到
体质监测的人围了一堆，便也
挤过去体验了一把。他今年
刚满 24 岁，对未来充满希
冀。他说，体彩与自己喜欢的
年轻人一样，自带正义之光，
有锐气、有方向、有力量，“现
在年轻有为，将来大有可为”。

“新爱豆” 一路相随

何广秋是广东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大二的学生，跟着学长
们出来参加社会实践。在国民
体质监测区，他负责指导骨密
度检测，接待了一位又一位测
试者，忙碌而充实。帮助大家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并给
予科学的指导，这正是运动防
护专业的他将来工作的意义。

得知体彩不仅在本次博
览会上为大家提供免费体质
监测，平时还“上山下乡”，将
免费体质监测服务送到乡村、
社区，送到各种赛事现场，他
很受触动。他说自己之前没
买过彩票，但今后肯定会支持
彩票，不图中奖，只为公益。

28 岁的黄靖宇买了 10
张“遇见敦煌”即开票，慢条斯
理地刮起来。然而曾经，他并
不买彩票，甚至怀疑彩票的公
信力。后来，看到体彩的公益
成就以及出台各种制度打击
网络售彩、防沉迷，让他改变
了看法。如今，他说体彩就是
自己的“新爱豆”，他会一直陪
伴体彩走下去。中体

11月28日，以“华章七十载 体育新起点”为主题的2019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开幕，中国体育彩票连续第7年受邀参
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宁、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覃伟中等相关领导到体彩展
区参观，并在体彩25周年公益墙前驻足观看。与往届一样，体彩展区内人流不断，
“90后”体彩凭实力圈粉无数。

“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
主题活动登陆郑州

12月1日，根据国家体
育总局体彩中心的统一安
排，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主办的“国风之光 燃动
善举”主题活动在郑州市陇
海路大商新玛特中原新城店
圆满举行，现场群众热情参
与、积极互动，享受了中国体
育彩票带来的一个公益、健
康、娱乐的周末。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郑州西区分中心组织工作
人员、即开销售代表、体彩实
体店业主和销售员共同组织
开展了此次活动。

活动共分为主题展示、
公益品牌展示及顶呱刮即开
型体育彩票售卖三个区域。
在主题展示区域，三个LED
显示屏持续播放着本次活动
的主题“国风之光 燃动善
举”视频。LED显示屏前方
大型舞台上，动人的歌声、美
轮美奂的国风舞蹈、令人捧
腹的小丑、神奇的魔术表演
和变脸吸引了大批观众围
观。

在节目的间隙，主持人
向观众介绍中国体育彩票的

公益属性、所举行的公益品
牌活动，比如，中国体育彩票
共筹集的公益金数量、公益
金的使用方向、河南体彩举
办的多种公益活动等，并通
过有奖问答的形式将中国体
育彩票的公益形象深入人
心。

此外，投篮比赛、摇呼啦
圈、跳绳、抖抖球等互动游戏
以及抽奖等环节不断地将活
动推向高潮。

在公益品牌展示区，3
个大型喷绘向参与者展示了
体育彩票的公益品牌属性和
责任形象。

在顶呱刮即开型彩票售
卖区，“中国红”“7”“宝石之
王”“甜蜜蜜”等种类多样、不
同面值的票种满足了各年龄
阶段购彩者的购彩需求。

此次“国风之光 燃动善
举”主题活动的举行，进一步
宣传了体育彩票的公益属
性，向社会大众传播了中国
体育彩票的责任理念，有力
提升了中国体育彩票的品牌
形象和美誉度。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河 南 体 彩 上 周
（2019.11.25—2019.12.1）中
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
5个，其中：1万-5万元：1
个、5万-10万元：4个。

目前热销票种：30元面
值：大吉大利、宝石之王、好
彩头；20元面值：国宝、运、

7、点石成金、中国红、金孔
雀；10元面值：吉祥如意、中
国红、绿翡翠、通吃、十倍幸
运；5元面值：甜蜜蜜、麻辣
6、中国红；2元面值：太空寻
宝。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