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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3642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44期中奖号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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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2 注

410 注
7474 注

381 注
325 注

18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436006 元，中奖总金额为

2158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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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 10 13 20 26 27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386963 元
113495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5386963 元
128205 元

0 元

42 注
179 注

2290 注
97261 注

1647090 注
15646733 注

3 注
39 注

0 注

2 注
3 注

57 注
3047 注

58797 注
621244 注

0 注
2 注
0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19148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952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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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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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764元。

中奖注数
279 注

0 注
1027 注

中奖号码：7 0 4

“排列3”第19344期中奖号码

0 8 7
“排列5”第19344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148期中奖号码

7 8 9 8 1 8 2

0 8 7 0 9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崔峰 通讯员 任海龙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有一种飞人乔丹一样的感觉，比较放得开，”12月18日，在
济源市思礼镇万阳湖体育活动中心，场馆内灯火通明，运动场上篮球有节奏地敲击着
木地板，一场精彩的篮球交流赛正在激烈进行。

河南省体彩中心济源分中心主任王延玲介绍，通过体育彩票公益金的资助建设，
类似万阳湖体育活动中心场馆在济源共有四处，分布在全市4个乡镇。截至2019年
11月底，济源累计销售体育彩票15亿多元，为国家筹集体彩公益金3亿多元，为全市
筹集公益金8000多万元，为济源体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体彩公益金助力
群众体育蓬勃开展

“感谢体育彩票公益金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改善
了群众体育活动场所的问
题。”济源市思礼镇政府副镇
长刘国祥说，过去群众健身都
在镇里的多处户外运动场，受
恶劣天气影响较大，而新建成
的万阳湖体育活动中心，则为
群众健身提供了很好的场
地。刘国祥介绍，该场馆建成
以后，先后举行了球迷夜市争
霸赛、“愚公杯”全国城市邀请
赛、河南省百强乡镇篮球赛等
比赛，极大提高群众的运动热
情。

作为体育彩票公益金的
受益者，济源市高级中学篮球
教练赵国中最有发言权。“在
这样的场馆训练，孩子们感觉
不一样，特别兴奋。”他感慨，
进入冬天后，天气寒冷，室外
无法打篮球，社会上其他场馆
要么收费，要么不能使用。自
从这个场馆两年前建成后，他
们就成为这里的常客。他欣
慰，在这里孩子们练球积极性

大大提高，在各项比赛中都取
得了佳绩。

据了解，万阳湖活动中心
占地面积2300余平方，2017
年由济源思礼镇政府投资
900余万建设而成，其中体育
体彩公益金提供资助130余
万。济源示范区教育体育局
群体科范赋宾介绍，根据国家
体育总局有关规定，体彩公益
金资助建设体育场馆的主要
目的就是要解决群众的健身
难题，因此要求体育场馆定时
定期、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
是资助的首要条件也是必要
条件。

体育事业飞速发展
亮点纷呈

济源是一座具有良好运
动传统和深厚体育文化底蕴
的新兴城市。济源历届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始
终把体育事业作为“健康的事
业、民生的事业、幸福的事业”
来抓，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在体彩公益金强有力的

支持下，济源体育亮点纷呈，
以篮球为代表的体育老名片
足螺运动为代表的体育新名
片正在形成，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
员人数、体育人口比赛、国民
体质整体水平等各项指标在
全省位居前列。

与此同时，体育彩票为体
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99
年，中国体育彩票即开型彩票
首度在济源发行，当年销售即
开型彩票170余万元，为济源
筹集公益金33万元。2000
年 12月 1日，电脑体育彩票
开始在济源发行，由此济源体
育彩票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
期。

2013年，济源体彩年销
售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开启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2017
年，济源体彩销售额达到2.48
亿元，突破2亿元大关，同比
增幅41%，居全省第一，继续
保持体彩在济源彩票市场上
的主导地位，为济源体育的快
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
撑。

守号投注，
夫妻俩领走5注二等奖

12月17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19145期开奖，当期
福建一彩民独中 5 注二等
奖，中奖彩票是一张5倍投
注的7+1复式票，共中得当
期 5注二等奖和 30注四等
奖，奖金总计84万余元。

12月 9日，一对夫妻现
身省福彩中心兑领了大奖。
丈夫小耿笑着说道：“可以开
心跨个年咯。”据介绍，丈夫
小耿接触福彩两年多，双色
球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买。在
购彩上，他比较简单，想起来
了就去买一张，也不爱研究
号码，每次都是5倍投注这
组7+1复式号码。

“这组数字对我俩有特
别的意义，里面有我们初遇
地点的门牌号、结婚纪念日
……可以说是我俩的爱情密
码。”小耿说，最初第一次投
注的时候就是一时兴起，后
来慢慢变成一个小习惯了，
想着不中奖那也是献爱心
了，挺有意义的，要是万一中
了大奖，那就更开心了。

12月16日晚上九点多，
小耿见路边的一家投注站还
在开门营业，就进去购彩。

他翻出之前买的一张彩票，
先让销售员过机对奖，然后
就照打了一张。拿到彩票
后，小耿就匆匆赶回了家，第
二天晚上的开奖也没有关
注，“他今天去这家买，明天
去那家买，没固定的，所以那
家站点贴了中奖喜报他都不
知道。”

又隔了一天，12月18日
晚上，小耿去另外一家投注
站购彩，照旧拿出了之前买
的彩票让销售员照打一张。
没想到，销售员一过机就惊
喜地对他说：“这张彩票中了
5注二等奖，奖金有84万多，
你这要去省福彩中心领奖！”
小耿一听，赶忙拿了彩票回
家告诉妻子这个喜讯。

“我当时都不敢相信，以
为他跟我开玩笑呢！然后他
用手机查了那期开奖号码给
我看，我才有点相信了。”领
奖现场，妻子笑容满面地
说。最后，夫妻俩表示，关于
奖金的使用规划还没想好，
不过先打算好好过个新年，

“这下可以开心跨个年啦。”
中彩

大乐透开6注一等奖
目前奖池为13.65亿元

12月23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9147期开奖，前区开
出号码“09、12、19、22、33”，
后区开出号码“07、08”。当
期全国共中出6注一等奖。
其中，1注为1722万多元的
追加投注一等奖，落户北京；5
注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内蒙
古、江苏、山东、广西、重庆。

数据显示，北京中出的1
注 1722万元追加投注一等
奖出自昌平，中奖彩票为一
张15元的5注单式票。广西
的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南
宁，中奖彩票为一张“9+3”
复式票，还中出2注二等奖
及多注固定奖；内蒙古的基
本投注一等奖出自巴彦淖
尔，中奖彩票是一张36元的

“6+3”复式票，还中出2注二
等奖及多注固定奖。

江苏、山东及重庆的基
本投注一等奖中奖彩票均为
单式票，前两者中奖彩票为2

元1注单式票，后者为4元2
注单式票。

二等奖中出101注，每
注奖金为 10.86 万元；其中
31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 8.69 万多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9.55万元。

三等奖中出 198注，单
注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
中出 1138 注，单注奖金为
3000元。五等奖中出19264
注，单注奖金为300元。六
等奖中出34071注，单注奖
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32254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913198注，
单注奖金为15元。九等奖
中出9119244注，单注奖金
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13.65 亿元滚存至 12
月 25 日（周三）开奖的第
19148期。中体

济源市募捐办开展即开票培训会
12月20日，济源市募捐

办召开了即开票促销活动培
训会，募捐办各部（室）、中福
在线销售厅、中心站工作人员
以及投注站业主等100余人
参加了会议。

培训会上，首先再次明确

了省福彩中心即开票年底促
销活动和济源市2019福彩即
开票年底促销活动的时间，并
向投注站业主再次传达了活
动的促销方式，鼓励社会网点
业主积极领取即开票，做好本
次即开票促销活动。

之后，还传达了《中国福
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关于暂
停中国福利彩票积分服务的
通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
理中心关于做好“勇士闯关
5”等100款游戏停止销售工
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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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在身边，市民健身更顺心
体彩公益金推动济源体育事业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