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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无锡彩民刘先生
在双色球第2019150期，随
机5注号码，花费了10块钱，
喜中1注双色球二等奖，收获
奖金18.3万元。

“年终岁尾还能中个双
色球二等奖，真是太幸运
了！”兑奖时，刘先生激动地
说道，并分享了自己的中奖
经历。买彩票当天下午，刘
先生和朋友一起外出办事，
回来时经过这家投注站，两

人不约而同地走进店里买彩
票。朋友随机买了一张双色
球彩票，转身正准备离开，看
到刘先生正拿着纸和笔在走
势图前认真分析，一副“技术
型彩民”的样子。

“快快快！急着回去
呢，别研究了，和我一样随
机得了！”朋友在一旁催促，
刘先生研究不下去，也没心
思分析号码了，就让销售员
随机 5注，花费了 10块钱，

买好彩票之后便和朋友离
开了投注站。当晚开奖后，
刘先生通过手机查询到开
奖号码，没想到随机的5注
号码中第3注号码和开奖号
码中的红球部分完全相同，
他幸运收获到 1 注二等奖
18.3万元。“中奖就是这么神
奇，这次还要多谢朋友催
我，自选变成随机，才中了
大奖！”

中彩

每注金额
6156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07期中奖号码
9 11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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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

389 注
8085 注
312 注
261 注
10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495896 元，中奖总金额为
306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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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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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每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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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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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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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7758 元
1847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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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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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注
0 注
0 注

0 注
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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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注
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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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03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512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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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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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074元。

中奖注数
251 注

0 注
1221 注

中奖号码：4 9 6

“排列3”第20007期中奖号码

3 0 9
“排列5”第20007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03期中奖号码

4 2 2 2 9 7 5

3 0 9 7 4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近两年，河南福彩面
临市场形势和竞争压力，将
创新和工作实践相结合，破
解难点和问题，引领事业创
新发展。2019年，在全国福
彩系统创新竞赛中，河南福
彩荣获组织工作一等奖。

回顾河南福彩 2019 年
工作，可谓是创新亮点纷
呈。一是年初已确定着力改
革创新谋发展的工作思路。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各项政
策向销售网点一线倾斜，帮
助网点提高销售能力。建立
全省网点综合管理平台，解
决网点管理和服务的“中梗
阻”；建设智慧投注站，为投
注站配置联网监控设备，实
现省市对网点的“智慧化”管

理。
二是举办全省福彩系统

首届创新竞赛。竞赛采取命
题作文的形式，带着问题创
新，以问题为导向，找准创新
的着眼点和努力方向。活动
面向系统内外征集，各级福
彩机构认真组织、积极参与，
引起很大反响，从活动策划
动员、作品立意、作品创作到
评选环节等，都体现了以创
新为能、以创新为荣的争先
意识。通过竞赛活动，进一
步激发了干部职工钻研业务
的活力，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增强了以创新推动工作的信
心。

三是以创新推动发展。
福彩主机房迁入中原数据基
地，建成全国福彩系统第一

套V11生产系统，在供电、通
讯、运行环境和监控维护等
方面达到先进水平，能有效
保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全
部网点关联业务办理实现信
息化，极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整合媒体资源，创优微
信、微博等自媒体，进一步加
强福彩形象宣传。

面对福利彩票发展的新
形势，河南福彩将坚持福利
彩票人民属性、国家属性、公
益属性，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牢牢把握创新这个发展
基点，将创新意识贯穿于销
售管理工作中，勇于探索，敢
于担当，为福彩发展注入动
力和活力，努力实现福利彩
票高质量发展。

豫福

明确思路，举行竞赛，推动发展……

河南福彩创新发展亮点纷呈

1月6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03期开奖，前区开出号
码“23、25、26、30、34”，后区
开出号码“03、07”。当期以
2.84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
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1.02亿
元。

当期一等奖全国空开。
二等奖中出52注，单注奖金
33.34万元。其中11注为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26.67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
总奖金为60.02万元。

本期，三等奖中出 102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
四等奖中出371注，单注奖
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出
9339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15876注，
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奖

中出19890注，单注奖金为
100元。八等奖中出491260
注，单注奖金为15元。九等
奖中出5914245注，单注奖
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14.41亿元滚存至1月
8日（周三）开奖的第20004
期。

河体

大乐透一等奖空开
当期二等奖52注，奖池为14.41亿

携爱而行 温暖出发

体彩2019年
筹集公益金583.18亿元

2019年是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体彩
牢牢把握作为国家公益彩票
的职责和使命，携爱而行，温
暖出发，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再立新功。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4时，中
国 体 育 彩 票 全 年 通 过
2308.15亿元的发行量，为国
家筹集体彩公益金583.18亿
元。

这一年，在体彩公益金的
支持下，群众公共体育服务得
到保障，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
展，体育运动场地不断增加，

“体彩杯”赛事不断丰富。从
遍布社区和公园的健身路径，
到深扎偏远山区的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从环境优美的健身
步道，到设施齐备的全民健身
中心；从马拉松、广场舞，到丰
富多彩的群众体育赛事，体彩
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全面服务
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作用
愈发明显。

这一年，中国竞技体育
发展再创辉煌，其中也离不
开体彩公益金的全方位支
持。2019年女排世界杯，中
国女排姑娘们以干脆利落的
10连胜，提前一轮卫冕，完
成了主帅郎平为队伍定下的

“升国旗，奏国歌”的目标。
飘扬的国旗背后有体彩公益
金的默默付出，有每一位购
彩者的支持。作为国家公益
彩票，中国体育彩票持续为
建设体育强国出力，用实际
行动保障我国的竞技体育综
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
提高，为我国实现从体育大
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为健
康中国建设发挥了积极作
用。

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倒
计时1000天活动上，体彩杭
州亚运会主题即开票发布，传
递了体彩助力亚运会的公益
精神。随着2022冬奥会进入

“北京时间”，体彩公益金在补
助国家队训练、改善国家队转
训基地条件、修建冬奥训练比
赛场馆场地、助力冬奥健儿的
同时，更广泛支持群众性冰雪
运动的开展。

此外，在冬季运动会、雪
地足球联赛、滑雪冬令营等活
动中，都可以看到体彩公益金
的身影，为百姓尤其是青少年
参与冰雪运动创造条件，为普
及冬季运动、扩大体育人口、
提高运动水平发挥了积极作

用。
这一年，是体彩提出责任

彩票建设的第三个年头，体彩
以更加负责任的方式让公益
脚步迈向社会各领域。2019
年3月，《中国体育彩票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全
国31个省（区、市）体彩中心
也相继发布了2018年度社会
责任报告，再一次对体育彩票
的责任管理和责任实践进行
了全面展示。

这一年，是脱贫攻坚关键
之年，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
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聚焦“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同时
也为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红十字事业、抗震救灾、医疗
救助、教育助学、残疾人事业、
扶贫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提
供了重要支持。

这一年，中国体育彩票
以责任、公益、公信活动为切
入口，将新公益、潮公益、全
透明的国家公益彩票形象一
一展现在公众面前。从“你
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
有光”的品牌亮相到“每注善
举 温暖如光”的跨界国潮；
从“这一刻，你光芒万丈”的
健身热潮到“国风之光，燃动
善举”的公益传承；从“相约
体彩”阳光开奖到“发现身边
的公益”探访优秀公益金项
目……“90”后体彩散发出青
春的气息，沿着光的方向不
断前行，走出了一条“公益+
科技”“公益+行动”“公益+
责任”的创新之路。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离
不开伸出温暖之手的购彩者，
也离不开兢兢业业的体彩工
作者。2019年 4月，国家体
彩中心发起“爱国情 奋斗者
——体彩追梦人”宣传展示活
动，并于8月表彰了25位获
得“体彩追梦人”称号的体彩
人，展现了最真实、最动人的
体彩版时代群像。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随着2020新年钟声的敲响，
全国体彩人将继续开拓创
新，在建设负责任、可信赖、
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
票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奋力
走好新时代的体育彩票的新
征程。

河体

自选变机选，彩民意外迎来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