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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2897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25期中奖号码
5 13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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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474元，中奖
总金额为264727元。

中奖注数
4 注

610 注
10280 注

239 注
266 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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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2 04 09 11 14 22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699960 元
116972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2380952 元
1250000 元

5 元

25 注
187 注

2146 注
103247 注

1816465 注
14794261 注

21 注
4 注

9488964 注

0 注
3 注

86 注
4243 注

76996 注
640036 注

0 注
0 注

412238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19140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8009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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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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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916元。

中奖注数
576 注

0 注
2055 注

中奖号码：7 9 8“排列3”第19325期中奖号码

7 4 4
“排列5”第19325期中奖号码

7 4 4 2 9

一个车牌号带来的好运气
濮阳购彩者收获排列5奖金5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武炎

11月22日晚，体彩排列5
第19312期开奖号码为“5、7、
6、1、1”，濮 阳 市 华 龙 区
4109020082体彩网点购彩者
王女士通过守号倍投的投注
方式，收获50万元大奖。

据了解，王女士从2017
年开始购买体育彩票，最钟
爱的就是排列 5玩法，简单

易选。她对选号方面没什么
经验。“有次我下班经过彩
票店时，不经意抬头看见一
辆车的号码为‘57611’”，于
是她就选用这组号码作为她
的投注号码，并坚持用这组
号码投注。

11月22日那天，她再次
用这组号码进行了5倍投注，

投注金额10元。幸运的是，第
二天在网上一查，结果让她非
常意外，竟然中得了一等奖。

领奖后，王女士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坚持就会有好运，
大奖说不定就会属于你”，她
表示以后会继续支持体育彩
票事业！

随机写下号码 击中双色球二等奖
11月28日，云浮市福彩

中心迎来了一对80后小夫妻
到中心兑奖，原来他们喜中双
色球第2019136期二等奖。
当期双色球开奖号码为：红球
12、14、15、17、29、33，蓝球
12。夫妻俩在这期中获得49
万元大奖，此金额在二等奖中
是一个较高的奖。对于此次
中奖，夫妻俩觉得是一件特别
值得纪念的事情，特意选了一
个吉日到中心兑奖。

据悉，陈先生是福彩的忠
实彩民，已有5年的购彩经验，
有空的时候都会购买一张彩

票，他希望通过小小的善举贡
献自己的一份小爱心。工作
人员问及本期中奖的号码是
如何写出来的，他们表示本次
中奖颇具喜剧性，号码是他的
家人随机写下。

当天中午，家人围坐在一
起吃饭，陈先生突发奇想，让
家人随机写下一串双色球的
号码。陈先生表示，由于当天
工作太忙，他们还差点错过了
大奖，在开奖前一个半小时才
想起家人写了一串号码，随后
去就近的彩票站购买了两注
彩票，其中一注就是家人写下

的号码。
开奖第三天他们在朋友

的聊天中才知道，他们购买的
那一期双色球有一彩民中了
二等奖，陈先生打趣地和朋友
说可能他就是这个大奖得主。
回家后，陈先生拿出彩票，逐一
比对，他们想不到，家人随机写
的号码竟然中奖了！他们一
家就是那一幸运儿。

问及中奖后有何安排，
陈先生表示会买一辆车，提
升生活质量，另外还想做一
些小生意，继续将这份好运
延续下去。中彩

用爱温暖每个人

2019体彩品牌活动精彩纷呈

体彩携光照亮整座城

今年5月，体彩寻光之旅
就此展开，“你未必光芒万丈，
但始终温暖有光”主题活动在
天津、武汉、广州、成都、青岛、
上海六城火热进行，吸引了数
以万计的公众参与，成为春夏
季最潮最酷的公益打卡地。

今年7月，公益体彩“每注
善举 温暖如光”活动燃情开
展，响亮的口号响遍了各大活
动现场。

8月盛夏来袭，又一个全
民健身季开启，又一个寻光活
动接踵而至，体彩以“这一刻，
你光芒万丈”为名，多箭齐发，
接连推出“测测你的运动
DNA”“竞你所能 耀世登场”

“中国体彩全国象棋‘民间棋
王’争霸赛”等多项品牌活动，
邀请广大购彩者和万千群众参
与其中，为人们搭建绽放真我
与风采的舞台。

10月29日，体彩携手敦
煌，彩票注入国风，一条穿越千
年的公益新“丝”路，呈现在公
众面前。随后国风主题快闪店
陆续现身天津、南京、杭州等五
大城市，从敦煌穿越而来的国
风迅速蔓延，融入古代善举精
神的新公益观焕发新的活力。

体彩用光温暖每个人

一条条健身路径、一座座
体育场馆、一场场公益活动、一
张张受益人的笑脸，记录并见
证着中国体育彩票的公益足
迹。在这些背后，有着一线体
彩人的默默奉献。在“爱国情，
奋斗者——体彩追梦人”展示
交流活动中，25名优秀体彩人
获得“体彩追梦人”称号。

他们当中，有诚实守信的
销售员，有爱岗敬业的专管员，
有常年热心公益事业的代销
者，也有求实创新、为体彩事业
奉献青春的基层机构工作人
员。但不管是什么身份，他们
都是我们身边平凡的普通人，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构成生
活中的一束光，温暖着周围人、
传递着正能量。

与此同时，国家体育总局
宣传司、国家体彩中心共同开
展“发现身边的公益”优秀公益
金项目报道系列活动，这是体
彩公益金真情告白的窗口，是
展示体彩公益金使用的舞台，
是购彩者坚持随手公益的真切
写照。2019年，活动走进浙
江、河南、福建等地，用体彩的
力量传播公益。

体彩之光因你更闪亮

从2011年开始，位于北京
丰台体育中心的体彩开奖大厅
正式对外开放，一批又一批的
热心观众见证了体彩透明开奖
的全过程。

体彩“看开奖直播 互动赢
豪礼”微信小程序活动自2019
年9月正式推出，便赢得了很
好的口碑，观众在观看直播的
同时还能获得抽奖机会，也为
每晚的开奖增加了不少乐趣和
期待。体彩及时、准确地向社
会发布开奖信息，将体彩开奖
过程及时、透明地展示给购彩
者，是公信力建设中最为重要
的一环。

2019年是体彩创新的一
年，2019年更是体彩收获的一
年。从广东的国民体质监测万
里行，到山东的“中国体育彩票”
公益慈善晚会，再到江苏的“体
彩爱行走”活动……体彩不断用
全新的方式去照亮每个角落。

2019年即将结束，但体彩
为大众服务的心始终不变，并
将在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
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道
路上行稳致远，为社会带去更
加温暖的光芒。河体

1994年，中国体育彩票迎来全国统一发行，25年来，体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5000亿元，将温暖之光照射到每个角落。2019年，中国体育
彩票整装出发，携光而来，带来了一场场有公益有公信，有爱也有情怀的品牌活动。

百倍投注 收获3D好运
11月29日晚，福彩3D

玩法第2019319期开奖，开
出豹子号“333”，当期全国
开出直选75219注，其中无
锡彩民何先生豪取100倍，
收获奖金10.4万元。

近半年来，何先生已经
不是第一次逮住“豹子号”，
他曾在福彩3D第2019265
期幸运命中“999”370倍，豪
取奖金38万多元。当问及
何先生逮住“豹子号”的方法
时，他笑道：“方法谈不上，买
的时间久了自然就有感觉
了。”何先生购彩已经十多

年，平时主攻3D玩法，每期
投注金额一般在三四百元，
多时能达到上千元。

中奖当天，何先生来到
福彩投注站，在走势图前看
到上期号码开出“232”。按
照何先生的购彩经验，一般

“对子号”出现后“豹子号”也
会随着出现。于是，他在当
期果断投注了“222”50倍和

“333”100倍。当晚开奖后，
何先生再次迎来幸运大奖，
豪取100倍单选，收获奖金
10.4万元。中彩

复式票压哨买彩
中大乐透头奖

11月 18日开奖的大乐
透19132期，江苏中出2注一
等奖，其中1注花落盐城。中
奖者叶先生近日现身省体彩
中心兑奖大厅领走了大奖。

仔细查看叶先生的中奖
票，是一张6+3的复式票，11
月18日19时57分购于盐城
一体彩网点。该票除了中得
1注1000万元的一等奖，还
收获了二等奖2注，四等奖5
注，五等奖10注，奖金共计
11057584元。

谈及购彩过程，叶先生
长舒一口气，笑着表示：“有
点‘惊险’。”原来那天当他想

起来大乐透还没有买的时
候，已经临近销售截止时间
了。来不及再仔细看号研
究，叶先生果断打了一张6+
3的复式票。之所以要投注
复式票，因为在他看来，复式
票中奖面更大一些。并且，
这也不是叶先生第一次打大
乐透随机复式票。

就在不久前，他也打过
一张，而且中了奖。这次，得
知自己中得了大乐透千万元
大奖，叶先生的第一反应是
不敢相信，用他的话说：“感
觉在做梦一样。”中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