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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814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36期中奖号码
1 2 8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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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262元，中奖
总金额为260153元。

中奖注数
12 注

920 注
11239 注

173 注
166 注

21 注

457575 元
24512 元
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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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4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 注
8 注

235 注
429 注

6314 注
8906 注

73316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1 注
2 注
8 注

125 注
308 注

1783 注

03 04 16 18 19 20 26 1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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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036元。

中奖注数
560 注
673 注

0 注

中奖号码：6 6 5
“排列3”第19336期中奖号码

2 3 4
“排列5”第19336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144期中奖号码

前区02 05 20 28 31后区02 11

2 3 4 5 4

开70注头奖
广东一人中9630万

11月份，体彩大乐透共
中出70注头奖，平均每注奖
金 917 万元，其中 23 注为
1000万元及以上大奖，单注
最高奖金1600万元。千万
元头奖数量占比超过三
成。广东一位幸运儿独中
9630万元，成为单人擒奖最
多的幸运儿。

第17137期，全国开出
15注一等奖，其中10注为
963万余元(含361万余元追
加奖金)追加投注头奖，全部
出自广东惠州一网点。中
奖者是位30多岁男子，身材
高大，下单投注时，网点业
主主动修改了一个号码，这
才造就了巨奖。该男子在
小舅子的陪同下领走大奖，
全程保持神秘，拒绝一切采
访。

第17136期，全国开出
17注头奖，其中10注为940
万元(含352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头奖，全部出自湖
北荆州一网点。中奖者康
先生在领奖时说：“那天散
步经过销售点时，就坐下来
随便写了几注号码，想来想
去，删了几注号码，最后留
下了1注单式号码和1注小
复式号码。平时每期都保
持投注金额不超过20元，也
从不倍投，当时突发奇想把
单式票倍投了10倍，两张彩

票加在一起一共36元。真
是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啊！”

第17138期，全国开出
13注头奖，其中12注为655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福建
莆田一网点中出10注，中奖
彩票为一张10倍投、20元
投入的单式倍投票。

18省份彩友
分享70注头奖

11月份，全国共有来自
18个省份的彩友分享了70
注头奖，其中广东中出 17
注，拔得头筹。福建、湖北
各中出12注，紧随其后。安
徽中出5注，位列第三。

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
中奖数量靠前的省份，均出
现了一人独中多注头奖、包
揽巨奖的情况。

11月份，体彩大乐透奖
池继续保持在高位，单期最
高水位为44.03亿元，最低
水位为42.1亿元。其间，体
彩大乐透单期平均水位为
42.81亿元。

11月份，体彩大乐透共
销售27.73亿元，为社会筹
集公益金9.98亿元。

体彩大乐透的公益金
提取比例为36%。也就是
说，彩友每买一张2元的体
彩大乐透彩票，就贡献了
0.72元彩票公益金。

中体

大乐透千万元头奖花落郑州
采用复式投注，单票擒奖1007万元

12月14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43期开奖，前区开出号
码“04、22、23、24、32”，后区
开出号码“06、12”，本期是新
规则上市后的第125期开奖，
通过3.19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1.15
亿元。

本期全国共中出5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
花落福建（2注）、江苏、山东、
河南。数据显示，河南中出的
1000万元出自郑州，中奖彩
票为一张9+2复式票，单票擒
奖1007万元。福建中出的2
注 1000 万元分落福州、厦
门。福州中出的是一张7+3

复式票，单票擒奖 1135 万
元。厦门中出的是一张11+4
复式票，单票擒奖 1281 万
元。江苏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泰州，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
10元投入的单式票。山东中
出的1000万元出自威海，中
奖彩票为一张8+3复式票，单
票擒奖1137万元。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
用追加投注，本期上述4个省
份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
奖方面，均少拿了800万元追
加奖金，从而无缘单注1800
万元单注追加封顶一等奖。

二等奖开出94注，每注
奖金65.75万余元，其中26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52.60万余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118.36万元。

三等奖中出273注，单注
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
出 525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14929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
出17285注，单注奖金为200
元。七等奖中出52612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
出580763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6750719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目前，15.42亿
元滚存至12月18日（周三）开
奖的第19145期。 河体

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

“贺岁杯”河南省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启动
12月14日上午9时，“中

国体育彩票”2019 年“贺岁
杯”河南省全民健身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在河南省航海健
身园火热开幕。省体育局副
局长杨中军、省体育局群体
处处长赵峻、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主任王海新、省社会
体育事务中心主任袁军、省
社会体育事务中心书记贾占
波等领导出席仪式，社会健
身团体和群众近千人参加。
杨中军宣布活动正式启动，
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副主任
李罡主持仪式。

仪式结束后，系列活动中
的“中国体育彩票”2019 年

“贺岁杯”河南省第九套广播
体操公开赛也随即开赛。

据悉，“中国体育彩票”
2019年“贺岁杯”河南省全民
健身系列活动，由体育彩票公
益金支持，省体育局主办，省
社体中心、省体彩中心等单位
承办，将于 2019 年 12 月至
2020年1月期间举办，主要目
的是贯彻落实《河南省全民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16-2020
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健身需求，加快推进体
育强省和健康中原建设。

本次系列活动精心筹划
了10个比赛项目，既有广播
体操、健步走、围棋、象棋等参

与人群非常广的传统体育项
目，也有台球、保龄球等时尚
体育项目，还有女车手挑战
赛、体育模特大赛这样的创新
体育项目。活动启动后将在
郑州、南阳、兰考、邓州、林州、
夏邑、卢氏、汝州等地陆续开
展，历时近1个月，参加活动
的总人数将达到1万人。

本次活动的举办，是我
省不断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效能的重要举措，也是进
一步丰富群众身边的赛事活
动的具体实践，更是中国体
育彩票“来之于民 用之于
民”支持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的具体体现。 河体

今年河南体彩已筹集公益金约37.98亿元
上周（12月9日~12月15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销售约3.95亿元，通过销售体
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
0.95亿元，其中的一半约0.47
亿元用于支持我省的体育事
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另一
半上缴中央用于全国公益事
业。其中，上缴中央的体彩公
益金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
基金，约0.28亿元。

截至12月15日，今年河
南省已销售体育彩票总量约
155.45亿元，通过销售体育彩
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37.98
亿元。其中，用于我省和上缴
中央的体彩公益金各约18.99

亿元。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
金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约11.39亿元。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为
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
法销售的国家公益彩票。体
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奖金、发
行费和公益金，彩票资金构成
比例由国务院决定。销售体
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
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
计划、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法律援助、教育助学、城乡
医疗救助、扶贫、残疾人救助、
红十字事业、赈灾救灾、农村
养老服务、文化事业等。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比
例为：中央50%（其中：补充社
会保障基金30%，中央专项彩
票基金 15%，国家体育总局
2.5%，民政部 2.5%）；地方
50%（使用单位：省体育局
25%，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
17.5%，省财政统筹 7.5%）。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不
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

在河南省，凡是中国体育
彩票冠名的全民健身和群众性
赛事、活动，以及遍布城乡带有
体彩标识牌的健身路径，都是
由体彩公益金支持的。可以
说，无论您是否购买体育彩票，
都将从中受益！ 河体

大乐透11月盘点：

13期70注头奖
一人中9630万

11月份，体彩大乐透共开奖13期(第17128
期至17140期)，其间共中出70注头奖，平均每注
奖金为917万元。广东一人独中9630万元，成
为单人中得奖金最多的幸运儿。当月，体彩大乐
透共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9.9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