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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9765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13期中奖号码
5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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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销售总额为398534元，中奖
总金额为167388元。

中奖注数
6 注

469 注
7753 注
251 注
208 注

6 注

686395 元
24514 元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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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 注
8 注

195 注
486 注

5928 注
8670 注

65001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1 注
8 注

172 注
158 注

2119 注

02 05 08 15 16 21 29 17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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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210元。

中奖注数
880 注
716注

0 注

中奖号码：4 4 7
“排列3”第20013期中奖号码

0 8 1
“排列5”第2001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06期中奖号码

前区09 22 25 31 32后区08 12

0 8 1 0 7

洛阳购彩者4元斩获1000万
当期大乐透开7注一等奖，2注花落河南

1月6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20003期开奖，开奖号
码是：前区30、23、26、25、
34，后区07、03，我省漯河
市购彩者高先生以一张5
注单式追加票喜中二等奖
和二等奖追加奖金，共计奖
金600283元。这是漯河市
近一个月来中出的第5注
体彩大乐透二等奖。

兑奖后的高先生非常
高兴，他说，自己是个老购
彩者，购买彩票已经十几年
了，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
没有过多时间研究开奖号
码走势，只要有时间路过彩
票实体店门口，就会进去机
选几注追加投注的大乐透
彩票，这么多年从来没间断

过，尽管每次买得不多，但
总是可以给自己和家人买
份希望，说不定哪天幸运之
神就会眷顾……“这不刚刚
就中了二等奖嘛。”高先生
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据了解，2019年12月
7日漯河市中出1注体彩大
乐透一等奖后，截至目前一
共中出5个二等奖。

一张小小的彩票背后
体现的是大大的公益。不
要小看那一张2元的号码
纸，也许某天，身边运动场
馆的建成，你就是助力者；
不要轻视那零点几元的公
益金，或许哪天乡村校区孩
子们手上接过的体育器材，
你便是捐赠人。

1月11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20005期开奖，前区开出号
码“06、10、33、34、35”，后区
开出号码“01、03”。当期全国
共开出7注一等奖。其中，1
注为1800万元追加投注一等
奖，出自贵州；6注为1000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花落山东
（2注）、河南（2注）、江苏、安

徽。
记者从河南省体彩中心

获悉，我省中出的2注1000万
分落许昌和洛阳。许昌中出
的是一张6+2小复式票，单票
擒奖1001万元。洛阳中出的
是一张 2注 4元投入的单式
票，中奖彩票出自偃师市民权
巷南头的4103810028体彩网
点。

1月13日上午，大奖得主
赵先生现身省体彩中心领
奖。据了解，赵先生是体育彩
票的忠实粉丝，购彩多年，也
时常中些小奖，而这次所中一
等奖的号码是他守号七年的
结果。赵先生说，他开奖当晚
就知道自己中奖，激动之余不
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领完奖
才真正确认体育彩票的大奖
是真的。

与此同时，贵州中出的
1800万元出自六盘水，中奖
彩票为一张5注15元投入的

单式追加票。
山东聊城中出的 1000

万，是一张“前区3胆5拖+后
区2拖”的胆拖票，单票擒奖
1001万元。潍坊中出的1000
万，是一张“前区4胆31拖+
后区6拖”的胆拖票，单票擒奖
1080万元。

江苏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南通，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
10元投入的单式票。

安徽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合肥，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
10元投入的单式票。

当期二等奖开出198注，
单注奖金7.05万元；其中96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5.64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12.69万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仍
在14亿元之上，广大购彩者仍
有机会2元中1000万，3元中
1800万。年关将至，希望购彩
的同时理性投注，快乐购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2019年，中国体育彩票
迎来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
在全国体彩人的共同努力、广
大购彩者的大力支持下，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4时，中
国体育彩票以全年 2308.15
亿元的发行量，为国家筹集体
彩公益金583.18亿元。在中
国体育彩票转型发展的关键
之年，全国体彩人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
守“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
体彩精神，不忘初心，强化责
任，稳步前进。

这一年，体育彩票转变发
展方式，深入推动体育彩票高
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突出责任彩票建设，强化
以公益公信为核心的品牌建
设，提升体彩品牌美誉度与客
户体验，优化组织管理模式，
有效整合资源，在合法合规的
前提下筹集更多的公益金，推
动体育彩票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

在稳中求进健康发展的
同时，体育彩票继续践行国家
公益彩票的职责，为体育事业
和国家公益事业的发展再立
新功。支持群众体育事业方
面，体彩公益金在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体育活动组织、基层
体育协会建设多点发力，进一
步助力解决群众“去哪儿健
身”“怎么健身”的问题。支持
竞技体育事业方面，体彩公益
金被广泛用于举办全国综合

性运动会、资助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同时也为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相关的体育竞
赛、体育训练、体育场馆、体育
交流与合作、国家队转训基地
改善条件等支出提供有力保
障。

在脱贫攻坚战场，体彩公
益金也润物无声般静静深入
百姓生活。以体彩公益金为
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助力深度贫困地区
开展扶贫工作。2019年，26.4
亿元公益金用于397个革命
老区县的贫困村村内小型生
产性公益设施建设，助力老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不掉队。与此同时，体育彩票
公益金还为补充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教育助学、医疗救助、
抗震救灾等多项社会公益事
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
之际，体育彩票秉承责任为

先、公益公信为核心的价值理
念，以“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
终温暖有光”为主题，带来了
一场场有公益有公信、有爱也
有情怀的品牌活动。

除此之外，全国各级体彩
机构开展了贯穿全年、遍布全
国的1万余项公益体彩进社
区、体彩爱心驿站、体彩助学、
送文化进社区、送志愿服务进
县乡等公益实践，让公益体彩
更加贴近百姓，体育彩票的公
益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之年。全国体彩
人将凝心聚力，以强烈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继续开拓进取，
在“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
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
道路上继续前行，践行国家公
益彩票的使命，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
斗！ 中体

洛阳大奖彩票

近日，一款名为“芝麻
开花节节高”的即开型体育
彩票陆续在全国各地上市
销售。该票是一款文化类
主题的即开票，单票面值
10元，头奖25万元。

“芝麻开花节节高”，这
句谚语想必很多人都听说
过，但是芝麻花是什么样
的，恐怕见过的人不多。因
为芝麻是从下往上开花，所
以经常用来形容人们步步
高升、生活越过越好之意。
顶呱刮新票“芝麻开花节节
高”以芝麻花为票面主形
象，设计风格美观清新，表
达了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2020年鼠年春节日益
临近，“芝麻开花节节高”与
之前上市销售的三款鼠年
贺岁票相互呼应，为购彩者

在新春购彩季期间提供了
更多选择，也为购彩者带来
更多美好祝愿。

“芝麻开花节节高”采
用“找奖金符号+翻倍”组合
玩法，越靠上方的游戏场
次，翻倍倍数越高，游戏简
单有趣易上手。具体游戏
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
出现金额标志，即中得该金
额乘以其箭头指向的倍
数。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益起来，聚精彩！购彩
者每购买一张面值10元的

“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有2
元成为体彩公益金。体彩
公益金广泛用于补充社会
保障基金、医疗、助学、扶
贫、残疾人事业、法律援助、
全民健身等公益事业。

中体

顶呱刮
“芝麻开花节节高”上市
该票面值10元，头奖25万元

二等奖奖金也实惠
漯河购彩者喜领大乐透60万余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吴靖娜

2019体育彩票
责任为先 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