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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6

每注金额
520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38期中奖号码
1 8 13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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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064元，中奖
总金额为359641元。

中奖注数
16 注

1128 注
13735 注

415 注
474 注

47 注

559557 元
6661 元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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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8 10 14 22 23 24 21

第201914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1 注
5 注

29 注
141 注
363 注

2219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2 注
24 注

323 注
813 注

7741 注
10643 注
81301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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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9964元。

中奖注数
1541 注

0 注
1469 注

中奖号码：9 1 4
“排列3”第19338期中奖号码

5 4 7
“排列5”第19338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145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09 19 22 32后区03 05

5 4 7 6 9

根据相关批复
部分即开票将停售

根据《财政部关于停止销
售“勇士闯关5”等100款即开
型福利彩票游戏的审批意见》
（财综〔2019〕46号）的要求，中
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
定：自2020年3月20日24时
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销售以
下100款即开型福利彩票游
戏。

停止销售的100款即开型
福利彩票游戏的兑奖截止时
间为2020年5月20日24时。

涉及100款
面值2元至20元不等

此次涉及的100款即开票
（游戏面值、财政部批复文号）
为：勇士闯关5（2元，财办综
〔2005〕119号）、游乐场3（5元，
财办综〔2008〕71号）、指动金来
（5元，财办综〔2009〕21号）、
“节”大欢喜5（10元，财办综
〔2008〕71号）、好运气（10元，
财办综〔2010〕3号）、美好生活-
永结同心 5 元（5 元，财办综
〔2009〕21号）、中秋送福（10
元，财办综〔2010〕85号）、江门
风光（5元，财办综〔2011〕132
号）、招财猫（10 元，财办综
〔2011〕132号）、美好生活20元
（20元，财办综〔2011〕132号）、
夺宝嘉年华（10 元，财办综
〔2011〕132号）、欢乐嘉年华20
元（20 元，财办综〔2011〕132
号）、打地鼠（5 元，财办综
〔2012〕62号）、招财纳福（5元，
财办综〔2012〕62号）、网鱼高手
（10元，财办综〔2012〕62号）、
生肖-蛇（5元，财办综〔2012〕
106号）、群岛之彩（5元，财办综
〔2012〕106号）、中国节（10元，
财办综〔2012〕106号）、中华名
人-孟子（10元，财办综〔2012〕
106号）、昆曲（10元，财办综
〔2012〕106号）、民俗文化（10
元，财办综〔2012〕106号）、巅峰
对决（10元，财办综〔2012〕62
号）、花神（10元，财办综〔2012〕

106号）、幸运双色球（20元，财
办综〔2012〕106号）、幸福来电
（10元，财办综〔2012〕62号）、
爱我家园（10元，财办综〔2012〕
106号）、探险家（5元，财办综
〔2012〕106 号）、福运连连（5
元，财办综〔2013〕45号）、欢乐
马戏团（10元，财办综〔2013〕
45号）、冰激凌（10元，财办综
〔2013〕45号）、福气8（20元，
财办综〔2013〕45号）、放飞梦
想5元（5元，财办综〔2013〕45
号）、财神到（2 元，财办综
〔2013〕45号）、欢乐购（5元，财
办综〔2013〕45号）、春夏秋冬
（5元，财办综〔2013〕45号）、幸
运抽奖（10元，财办综〔2013〕
45号）、淘宝乐（10元，财办综
〔2013〕45 号）、大满贯 10 元
（10元，财办综〔2013〕45号）、
步步高（20元，财办综〔2013〕
45号）、日出东方·韶山（10元，
财办综〔2013〕90号）、俏佳人
（5元，财办综〔2013〕90号）、马
到成功 10 元（10 元，财办综
〔2013〕90号）、成语故事（5元，
财办综〔2013〕90号）、赣南苏
区·荣光（5元，财办综〔2013〕
90号）、圣地延安（10元，财办
综〔2013〕90号）、太极（5元，财
办综〔2013〕90号）。吉祥草原
（10元，财办综〔2013〕90号）、
牛 7 冲 天（10 元 ，财 办 综
〔2013〕90号）、熊出没（5元，财
办综〔2013〕90号）、空战赢家
（5元，财办综〔2013〕90号）、赛
马 (10 元，财办综〔2013〕90
号）、好运加倍(10元，财办综
〔2013〕90号）、相约咖啡(5元，
财办综〔2013〕90号）、“加油！
加油！”(10元，财办综〔2013〕
90号）、10来运转(10元，财办
综〔2013〕90号）、足球盛宴5元
(5 元，财办综〔2013〕90号）、

“粽”奖(5元，财办综〔2014〕33
号）、足球盛宴10元(10元，财
办综〔2014〕33号）、魅力安徽-
九华仙境(5元，财办综〔2014〕
33号）、天降好礼(2元，财办综
〔2014〕33号）、砸金蛋(5元，财
办综〔2014〕33号）、多彩假日
(10元，财办综〔2014〕33号）、

幸运星(5元，财办综〔2014〕33
号）、美丽嘉兴(10元，财办综
〔2014〕76号）、天长地久(5元，
财办综〔2014〕76号）、钻石联
盟(5元，财办综〔2014〕76号）、
冰VS火(10元，财办综〔2014〕
76号）、我爱电影-一步之遥
(10元，财办综〔2014〕90号）、
雪人(10元，财办综〔2014〕76
号）、陕西名胜(一）(5元，财办综
〔2014〕33号）、羊票5元(5元，
财办综〔2014〕90号）、羊票10
元 (10 元，财办综〔2014〕90
号）、羊票20元(20元，财办综
〔2014〕90 号）、连环夺宝(10
元，财办综〔2014〕76号）、醉美
婺源 (5 元，财办综〔2015〕9
号）、喜气羊羊(5 元，财办综
〔2015〕9号）、财高8斗(20元，
财办综〔2015〕9 号）、金冠(5
元，财办综〔2014〕76号）、龟兔
赛跑 (5 元，财办综〔2015〕9
号）、动物乐园(2 元，财办综
〔2015〕9号）、扑克王(5元，财
办综〔2015〕9号）、幸运投篮机
(5元，财办综〔2015〕9号）、幸
运草(10 元，财办综〔2015〕9
号）、流星雨 (5 元，财办综
〔2015〕9号）、和平是福(5元，
财办综〔2015〕55号）。一刮千
金(5元，财办综〔2015〕9号）、
太极拳(10元，财办综〔2015〕9
号）、大闹天宫(5 元，财办综
〔2015〕9号）、购彩乐(10元，财
办综〔2015〕9号）、中华武圣(5
元，财办综〔2015〕55号）、向阳
花(2元，财办综〔2015〕55号）、
点赞(10元，财办综〔2015〕55
号）、水果联盟(5 元，财办综
〔2015〕55 号）、最佳阵容(10
元，财办综〔2015〕9号）、丝路
寻梦(20元，财办综〔2015〕55
号）、丙申猴-灵猴献彩5元(5
元，财办综〔2015〕108号）、丙
申猴-脸谱10元(10元，财办
综〔2015〕108号）、丙申猴-金
猴银猴 20 元(20 元，财办综
〔2015〕108号）、红宝石蓝宝
石 (10 元，财办综〔2015〕55
号）、魅力香吻(5 元，财办综
〔2015〕108号）。

豫福

明年3月，这100款福彩即开票将停售
12月15日18点30分，

济源市中福在线天坛路销
售厅传出喜讯，彩民刘先生
收获25万元累积奖，这也
是今年济源市中福在线中
出的第8个累积奖。

据了解，刘先生购买中
福在线已经有六年多了，在
此次中奖之前，刘先生已经
中得一次25万元累积奖。
12月15日下午，刘先生来
到天坛路销售厅，刚踏进销
售厅就对销售员说：“今天
我要中25万元大奖了。”销
售员微笑地说：“希望如你
所愿！”接着，刘先生向销售
员购买了一张投注卡，走向
自己一直钟爱的8号投注
机。

转眼间游戏通关，卡里
还有分数，刘先生开始了新
一轮游戏，并开玩笑地对旁
边的彩民说：“今天要出25
万元大奖了，说不定就是我
呀！”该彩民笑着对刘先生
说：“早能出 25 万元大奖

了，玩了多长时间都没有见
过 25 万元大奖是怎么中
的！”说着便拍了下刘先生
的肩膀，“你加把劲儿，我看
看中大奖的画面。”刘先生
又说道：“好，今天我就让你
见见奇迹是怎么诞生的！”
说罢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起
来。

过了一会，突然刘先生
激动地说：“我真的中了25
万元大奖了？”屏幕上显示

“ 恭 喜 中 得 全 国 累 积 奖
250000元”！瞬间，许多彩
民向刘先生面前跑去纷纷
喝彩，坐在旁边的彩民对刘
先生说：“你今天简直就是

‘活神仙’，能预见自己中25
万大奖啊！”

数据显示，此次 25万
元大奖是济源市今年中出
的第八个25万元累积奖。
工作人员在恭喜刘先生收
获这份美好幸运的同时，也
提醒彩民，理性购彩，量力
而行。 豫福

奖金翻倍，惊喜不断！自
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开始以
来，不断为彩民送去好运，截
至12月17日第2019145期，
派奖17期共开出头奖208注，
其中一等奖特别奖143注，比
例超过了三分之二。目前，六
等奖翻番奖已派奖结束，一等
奖特别奖、普惠奖派奖仍在火
热进行中。

数据显示，在已派奖的17
期中，河南彩民接连收获8注头
奖，花落郑州4注、许昌2注、新
乡1注、驻马店1注。值得注意
的是，许昌彩民收获的2注头奖

均出自禹州市，其中1注出自第
2019135 期，为 60 人合买投
注，拿下单注2000万元足额头
奖，这也是派奖以来首次开出
的足额头奖，幸运彩民代表选
择露脸领走“现金墙”，见证福
彩公益，引来众人点赞。另一
位是郑州新郑彩民，单式投注
命中第2019131期2注一等奖
特别奖，投注金额20元，收获奖
金2141万元，这也是派奖期间
目前唯一采用加倍投注，并命
中大奖的彩民，可谓十分好运。

据了解，此次派奖以来，
与以往相比，打破投注方式限

制，还设置了一等奖普惠奖，
受到了广大彩民的欢迎。在
派 奖 14 期 ，双 色 球 第
2019142期计奖后，六等奖翻
番奖奖金全部派完，也就是说
此次12亿元大派奖六等奖翻
番奖提前派奖结束。

好运继续，按照派奖规
则，12亿元大派奖活动还剩3
期，一等奖特别奖、一等奖普
惠奖仍在火热派奖中。目前，
双色球奖池金额为9.69亿多
元，期待更多惊喜的降临，同
时也提醒广大彩民购彩需谨
慎，理性投注很重要。

双色球12亿大派奖：

已派奖17期 8注头奖花落我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中福在线送惊喜

济源彩民
再次收获25万元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