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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福彩将开展“送红包”活动
2020年1月1日开始，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赢取红包

为回馈河南彩民对福利
彩票公益事业的支持，2020
年 1月 1日起，连续3天，河
南福彩开启“福彩达人有奖
答题”活动，参与答题和分
享，红包等您来拿。

活动期间，参与者需关
注“河南福彩”微信公众号，
点击“答题活动”菜单进入活

动页面，答题无时间限制，答
对3题即可进行抽奖；如果未
答对 3 题，可点击“再答一
次”，每天每人有3次答题机
会，将有机会赢取现金红包。

在“抽奖”环节，点击抽
奖后，中奖者进入领取红包
页面，领取后可在“我的奖
品”中查询；未中奖者，可点

击“分享”获得答题抽奖机
会。可谓是“分享越多，机会
越多”，期待每位参与者都能
收获好运。

新年迎惊喜，好运不间
断。河南福彩“送红包”模式
即将火热开启，赶紧准备参
与 吧 ，更 多 惊 喜 等 您 来
拿！ 豫福

从体校各类场馆、设施建设到运动员伙食补贴

体彩公益金助力周口打造体育强市

惠民利民
支持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虽然已进入冬季，但是
群众的健身热情并没受到影
响。11月26日，在周口市体
育馆内，2019年第二期健身
气功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班正在火热开班，学员们
的动作柔和绵缓、舒展大
方。而体育馆内的另一侧，
百十名舞蹈爱好者在翩翩起
舞，动感十足。

“自从接触舞蹈增强了
自信，尤其跳完舞感觉整个
人非常放松，心情愉悦，第二
天回到工作上状态非常好。”
爱好国标和拉丁舞的高女士
告诉记者，体育馆对群众免
费开放，对于他们经常锻炼
身体的人来说真是一件大好
事。

如今，免费或低收费向
群众开放的体育场馆越来越
多，这其中离不开体彩公益
金的支持。近年来，全民健
身的理念深入普通群众，周
口市积极利用体彩公益金，
不断提高公共体育设施水

平，或新建或升级改造健身
公园、运动场馆，支持公共体
育场馆免费开放，为市民参
与健身锻炼，实现“十五分钟
健身圈”提供诸多便利。

同时，周口市还组织开
展一些群众体育项目社会体
育指导员培训工作，优选社
会体育指导员进驻体育场馆，
免费开展教学培训和健身大
讲堂，面向群众提供惠民利民
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该市投
入1000多万元为全市140多
个省级、市级帮扶村和300多
个贫困村等建设了农民健身
广场、安装了健身路径，提高
了村民的生活获得感和幸福
感。

逐年投入
培养体育人才不遗余力

有了良好的群众体育基
础，周口市的竞技体育同样
出色。周口市体育运动学校
承担着为国家、省培养优秀
体育后备人才、为社会培养
体育师资人才的任务，多名
运动员在国际国内的重大赛

事中获得优异成绩，尤其是
重竞技体育项目成绩突出。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体彩
公益金不遗余力的支持。“以
前的条件真是一言难尽，你
看现在的训练器材、场地都
越来越好、越来越专业，这为
我们教练工作提供了太多便
利。”拳击教练赵胜利说起这
些年的变化时感慨万千。

随着体彩公益金的逐年
投入，周口市体育运动学校
的各类场馆和设施不断完
善，支持各类训练比赛、运动
员伙食补贴等，为运动员训
练创造良好物质条件，为周
口市竞技体育的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在社会各界和广大购
彩者的大力支持下，周口市
的体育彩票市场健康稳定，
为体彩公益金的筹集提供了
保障，更为周口市体育事业
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我们
将携手体彩公益金，继续巩
固周口从体育大市向体育强
市的转变和发展。”对于未
来，周口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丁建清信心十足。

体育彩票作为体育事业生命线的作用日益彰显。近年来，周口市按照
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全方位地支持群众体育和竞
技体育工作。在体彩公益金的助推下，周口市的体育事业取得了新进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千万奖金从天而降，该怎
样规划使用，不少大奖得主在
第一时间都被这突然来临的
惊喜搞得一脸茫然。面对这
道首要“难题”，有的人需要和
家人商量，有的人需要思考一
下。但这对内蒙古乌兰察布
的李先生却不是什么难题。

在 12月 11日，体彩大
乐透第19142期开奖中，李
先生幸运中得追加一等奖1
注，奖金高达1800万元。据
了解，得知中奖后，李先生激
动得一夜未眠，只相隔一天，
就与妹妹一同到当地体彩中
心领取了奖金。

李先生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15元追加投注的单式票，
李先生表示：“以前买大乐透
都是自己选号，当天因为突
然有急事，就直接让代销者
帮我机选了5注。”第二天他
才听说附近出了大奖，就带

着侥幸心理上网查看开奖号
码。刚看到后区号码时就有
些紧张，再看完前区号码后
瞬间就激动了。“竟然跟我买
的其中一注号一模一样，高
兴得我一晚上没睡着！”

李先生的妹妹也高兴地
说：“那天哥哥突然跟我说，
要告诉我件大事，我一下紧
张起来，以为出什么事了，他
就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当得
知他中了1800万奖金时，真
替哥哥高兴。”

说到奖金的安排，李先
生脱口而出：“我先给父母买
套新楼房，让他们住得舒适
些，然后再用一部分帮助兄
弟姐妹，大家有福同享！”中
得一等奖，自己开心的同时，
也能为他人提供帮助，将善
举传递，将中奖的喜悦分享
给更多的人。 河体

“有福同享”
领奖后先给父母买房

455639 元
43394 元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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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5 07 13 16 19 26 17

第201914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 注
6 注

221 注
679 注

8727 注
13726 注

100771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6 注

13 注
292 注
317 注

3027 注

每注金额
6946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47期中奖号码
2 5 6 9 20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河南销售总额为505402元，中奖
总金额为236733元。

中奖注数
12 注

652 注
8765 注

209 注
307 注

17 注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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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446元。

中奖注数
1250 注

0 注
1895 注

中奖号码：3 4 8
“排列3”第19347期中奖号码

5 4 9
“排列5”第19347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149期中奖号码

4 0 5 1 6 5 3

5 4 9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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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声明

●姓名：周刚，男，遗失主任医师

职称证书，编号A19001400
021，声明作废。

●谭晨阳遗失人民陪审员证,编
号:PSY20190128,单位:郑州高

新区人民法院，声明作废。

●贾会会遗失新乡医学院临床

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104721201805003291；
学士学位证书，证书编号104
7242018003157,声明作废。

●贾会会遗失南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专科毕

业证书，证书编号13781120
1506003193，声明作废。

●郑黎遗失南阳理工学院工民

建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书

登记号9210527,声明作废。

●张梦夏,女,身份证号411425
199706095126,2019年7月1
日毕业于山东现代学院临床

医学专业,专科毕业证遗失,
证书编号:133221201906003
318,声明作废。

●夏邑宇元制衣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思翊快捷宾馆

（92410103MA45650EXK）
不慎遗失税控盘，声明作废。

●郑州鸿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郑州煌辰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公章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72
477293C声明作废。

●解嘉熙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68
1625138332声明作废。

●吴晶,身份证号: 41282919
9012200049，预购商品房

抵押登记证明丢失,证明号:
1607018121，声明遗失。

●本人王书畅身份证号410103
197608185027购买汇泉西悦

城5号院2号楼1单元1508现
不慎遗失河南中庚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据，收据号00
14449金额60000元特此证明。
●荥阳市泉昭运动鞋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2410182MA
46DPK730,营业执照正本

丢失，声明作废。

●卢亚飞身份证号4127231990
01093811执业证遗失,号00201
203410100023974，声明作废。

●河南陇瓒兴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317479216P，
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桂菊营养健康

咨询服务部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注册号：41010560153959
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