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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8

每注金额
6466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32期中奖号码
1 8 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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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58元，中奖
总金额为208623元。

中奖注数
2 注

265 注
7032 注
251 注
144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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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 13 15 16 26 32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396823 元
40777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3000000 元
5000000 元

0 元

11 注
471 注

2602 注
119572 注

1977738 注
15598720 注

10 注
1 注
0 注

1 注
6 注

141 注
5909 注

92846 注
664887 注

1 注
0 注
0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19143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7744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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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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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122元。

中奖注数
914 注
508 注

0 注

中奖号码：7 7 6“排列3”第19332期中奖号码

2 5 4
“排列5”第19332期中奖号码

2 5 4 7 5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一、伯恩利vs纽卡斯(推
荐30)；两支中下游球队之间
的较量，实力在伯仲之间，本
场对阵结果难料。

二、切尔西vs伯恩茅(推
荐3)；周中切尔西欧冠取胜晋
级十六强，信心大涨，客队多
轮不胜，发挥一般。

三、莱切城vs诺维奇(推
荐3)；主队本赛季攻防俱佳，
进攻能力强，客队无论经验实
力都逊色不少，推荐主队胜。

四、谢菲联vs维拉(推荐
31)；主队的发挥要比客队好，
又有主场优势，不败的可能性
较大。

五、南安普vs西汉姆(推
荐310)；主队、客队身处降级
区，为摆脱排名低下，两队本
场必会对攻，打出任何结果都
正常。

六、科隆vs勒沃库森(推
荐 10)；科隆今年的表现太
差，但勒沃库森刚踢了一场欧
冠，体能消耗不小，谨防客队
不胜。

七、美因茨vs多特(推荐
10)；主队主场都分出胜负，战
绩尚可，客队周中欧冠晋级，
本场拿分在望。

八、拜仁vs不来梅(推荐

3)；拜仁欧冠取胜小组第一出
线，主场战绩尚可，客队实力
一般，主队基本可以胜出。

九、赫塔vs弗赖堡(推荐
10)；赫塔今年主客场表现不
如人意，处于降级边缘，客队
主客场表现都不错，不败的可
能性较大。

十、帕德博 vs 柏林联
(10)；论技战术打法客队占优，
主队身处降级区，会以拿分为
目标，一场对攻战即将打响。

十一、杜塞尔vs莱比锡
(推荐0)；主队联赛表现不佳，
但也有发挥好的场次，客队好
攻击力强，本场防冷平。

十二：布雷西vs莱切(推
荐30)；客队发挥要比主队强
些，主队赛季表现一般，首胜
欲望强烈，对阵结果难料。

十三、那不勒斯vs帕尔
马(推荐 31)；主队为意甲强
队，欧冠大胜晋级，信心增强，
客队实力在中上水平，但本场
有拿分可能。

十四、热那亚vs桑普多
(推荐310)；两队同为意甲老
牌队，又都成了保级队，实力
使然，为保级拿分谁都想胜，
但都无把握取胜对方。

尹书亮

120名优秀学子获赠60万助学金
2019“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走进河南师范大学

12月11日，2019“中国
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
金”河南站捐助活动在河南
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
对河南师范大学的120名优
秀大学生进行捐助，每个受
捐助大学生得到了“中国体
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
5000元资助。

据河南省体彩中心主
任王海新介绍，“中国体育
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是
中国体育彩票自2005年起
开展的一项全国大型公益
助学项目，主要目的是帮助
优秀贫困大学生的家庭减
轻负担。本次捐助是河南
省体彩中心连续第七年开
展此项捐助活动，同时也是
第三次对河南师范大学优
秀贫困学生进行的捐助。

截至目前，河南省体彩中心
已经资助了我省8所院校的
640名大学生，捐助资金共
计320余万元。

“感谢‘中国体育彩票·
新长城助学基金’让我离
梦想又迈近了一步。”在捐
赠仪式上，来自文学院2019
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张
薇同学代表受助学生发
言。对于本次受助，张薇同
学十分感动，“滴水之恩，应
当涌泉相报。我们接受来
自国家和社会的帮助，也应
该怀有一颗感恩之心，走上
社会后，我们也将奉献自己
的爱心，回报社会。”

学生资助中心主任、学
生处副处长赵红杰老师表
示：“感谢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对我们学校进行第三

次‘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
学基金’捐助，这120个名额
是我们从2019级8500多名
学生中选拔出来的。虽然家
庭困难，但是他们都是品学
兼优的好学生。我相信在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
基金’的资助下，孩子们一定
能克服暂时的困难，成为祖
国的栋梁。”

据了解，经过七年的持
续捐助，“中国体育彩票·.新
长城助学基金”捐助活动已
成为深受我省社会各界关注
的公益活动之一。中国体育
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多
年来践行“公益体彩 乐善人
生”的公益理念，通过发行更
多的体育彩票，筹集更多的
体育彩票公益金来回报社
会、彰显公益本质。

时隔半个月 幸运彩民现身领奖
时隔半个月，12月6日，

黑龙江双色球第2019134期
头奖得主，幸运彩民王先生终
于现身领奖，据了解他是福彩
的老彩民，有着十几年的购彩
经历，钟爱双色球玩法。

11月21日，正逢双色球
开奖日，王先生路过一家福
彩投注站，就进去机选了一
张“7+2”的双色球复式彩票，
购彩后，随手就将彩票放进
了包里。第二天，王先生听
说大庆中了1470万元大奖，
却没把这事往自己身上想。

后来王先生听说已经有
一位女士将大奖领走了，还

羡慕不已地和家人开玩笑
说，自己什么时候也能中个
大奖呢。直到十几天后，王
先生在包里看到几张未兑奖
的彩票，上网查询中奖号码，
才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就
是那个幸运的大奖得主。

数据显示，王先生凭借
这张面值28元的机选复式
彩票，成功揽获当期头奖1
注，二等奖 1 注，三等奖 6
注，四等奖6注，加上派奖活
动一等奖特别奖600万元，
票面奖金共计 1470 万多
元。得知中奖的王先生依旧
没有着急兑奖，王先生说：

“知道中大奖很激动，又有些
不敢相信，在家反复查询开
奖结果，确认是自己中奖之
后，反倒慢慢平静下来了，也
就没着急来兑奖。”

拿到支票后，王先生表
示会用这笔钱改善一家人的
生活，也会帮助身边更多的
人，将这份幸运传递下去。
王先生说：“我多年来坚持购
买福利彩票，是因为对福彩
的喜爱，也是想通过福彩献
点爱心，这次中奖是对我多
年爱心奉献的回报，今后也
会继续坚持购买福利彩
票。” 中彩

随着体彩便利渠道销
售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
便利连锁企业参与到体彩
销售工作中。由于便利连
锁渠道的销售人员刚刚接
触体育彩票，对体育彩票开
奖流程等工作不够了解。
河南体彩组织部分在河南
具有一定知名度和规模的
便利连锁渠道代表，现场观
摩体彩大乐透开奖，进一步
提升体彩公信力，让更多的
人了解体彩阳光、透明开
奖。

11 月 27 日和 12 月 4
日，188名便利连锁渠道代
表分两批来到北京丰台体
育中心，亲眼见证了体彩大
乐透阳光开奖全过程。

在开奖现场，通过视频
了解中国体育彩票数据封
存、摇奖机具保存和使用等
细节，并亲手触摸和感受模
拟摇奖球的重量与质感。
随后，大家共同目睹了“大
乐透”、“排列3”、“排列5”的
试机工作和开奖的整个过
程。开奖前和开奖后，每个
渠道方派出1名代表上台，
监督查验公证员装球情况
和开奖球开出结果。

开奖结束后，渠道方代
表感慨地说，这次我是真的
见证了体彩开奖的公开和
公正性，现场摸到了摇奖
球，总算知道摇奖球是实心
的了。而且开奖过程也没
有想象中的神秘，很透明、

很真实。
据悉，河南体彩始终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尽力满足
客户的便利需求和体验需
求，大力推进便利连锁行业
渠道发展。截至2019年11
月30日，已经与易事多、美
宜佳、正道思达、苏宁小店、
河南移动、易客来、每一天、
河南邮政等多个品牌方签
订了合作协议，共开通行业
连锁渠道终端764个，涉及
的业态包括便利店、超市、
移动通信、邮政等多个类
型。这些渠道中设立体育
彩票销售终端，大大提升了
群众购彩的便利性，同时也
将成为体彩公信力传播的
新途径。 河体

“相约体彩、见证公信”

河南体彩便利渠道代表见证阳光开奖

单选倍投
彩民喜领3D奖金

12月1日晚，福彩3D第
2019321期开出奖号“853”，
张掖市幸运彩民张先生单式
倍投喜夺大奖5.2万元。

据了解，70后的张先生
是位福彩爱好者，尤其对3D
游戏玩法情有独钟。虽然偶
尔也会随意买上几注双色球
或刮几张刮刮乐，但张先生
最感兴趣的还是 3D 游戏，
近期和值、走势、跨度他都
如数家珍，见解独到。中奖

当日，张先生如往常一样来
到投注站，经过反复观察推
敲，心里不停地计算着极有
可能出现的几组号码，最终
确定购买了和值为 16 的

“853”这注号码，并且进行
了单选50倍倍投，不料幸运
收获好运。

兑奖后，张先生说，中奖
是自己运气好，但不会把中奖
当成一夜暴富的渠道，以后还
会继续支持福彩事业。 中彩

足彩19175期分析：

莱切城、拜仁有望再迎胜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