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彩载爱而来 温暖回家之路
正值寒冬腊月，又逢岁末年初，就在很多人准备回家与亲人一起欢度春节假期的时

候，各地体彩人却比往日更加繁忙。他们正用心推出一项又一项体贴入微的公益活动，
免费班车、爱心小板凳、图书、棉衣等暖心的春节礼物让冬天不再寒冷，让归途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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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4

每注金额
1137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16期中奖号码
7 12 13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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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406元，中奖
总金额为219770元。

中奖注数
6 注

435 注
6426 注
259 注
396 注
2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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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12 17 20 25 31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371408 元
65583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0 元
0 元
0 元

38 注
269 注

2413 注
101233 注

1615970 注
12244954 注

0 注
0 注
0 注

0 注
6 注

75 注
3760 注

66264 注
519480 注

0 注
0 注
0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07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94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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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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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5974元。

中奖注数
1708 注

0 注
731 注

中奖号码：2 5 1“排列3”第20016期中奖号码

4 0 2
“排列5”第20016期中奖号码

4 0 2 5 8

宁夏
发出105班次免费班车

“我已经连续两年乘坐宁
夏体彩的公益班车回家过年
了，今年再次获得免费车票，
太开心啦！”在银川汽车站，订
购到“体彩专线”免费车票的
韩晓宇高兴地逢人便讲。

韩晓宇所说的公益班车，
是宁夏体彩自2018年起，在
春节前夕重点打造的品牌公
益活动，即“温暖回家路，体彩
公益行”返乡行动，今年已开
展第三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好评。

1月9日至1月23日，宁
夏体彩中心安排由银川发往
固原、海原、惠农、同心、中卫、
中宁、盐池7个线路的指定班
次，区内每天7条线路7个班
次免费送银川务工人员返乡，
共计105班次，预计运送乘客
达 5775 人，活动将持续 15
天。

宁夏体彩中心负责人表
示，“温暖回家路，体彩公益
行”返乡行动是体彩积极配合
民生工程，落实建设负责任、
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
公益彩票的具体举措。一张
免费车票，让游子的回家路更

加温暖。

浙江
派送1万张爱心小板凳

“虽然只是一张张小小的
板凳，却凝结着浙江体彩人一
颗颗暖暖的爱心，让我们切实
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也
的确让我们的回家路多了一
份舒适。可以说，板凳虽小，
意义不凡。”杭州街头“爱心小
板凳 体彩送温暖”巨幅公益
公告牌下，龚旭峰边说边将公
益活动的详情介绍拍照发到
了朋友圈，“希望更多人看到，
买了站票的人不用担心站着
回家了。”

“爱心小板凳 体彩送温
暖”是2018年起，浙江体彩联
合浙江影视娱乐频道，在春运
期间为站票和带小孩的乘客
派送爱心小板凳的公益活动，

已惠及数万人。
1月 11日至 1月 17日，

今年的爱心小板凳公益活动
再次温暖启程。与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派送的范围不再局
限于杭州，而是扩大至浙江省
金华市、温州市，在杭州东站、
杭州城站、金华站、温州站4
个火车站，在常规的温馨提醒
和天气预报之外，为站票和带
小孩的乘客公益派送爱心小
板凳，提供最实在的帮助。今
年该活动计划派发1万张小
板凳，给大家的回家路添一份
温暖。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体彩
中心也正开展着各种暖心行
动，将温暖送进学校、送给武
警、老党员、抗战老兵等。致
力公益，中国体育彩票一直在
路上。 中体

鼠年春节休市10天，中
国彩票市场迎来史上最长“假
期”。根据财政部最新发布的
《关于2020年彩票市场休市
安排的公告》，2020年彩票市
场依然有两个休市期：春节休
市 10 天，国庆节休市 4 天。
其中，春节休市期属于历年来
时间最长，农历腊月廿八就将
提前“放假”了。

据悉，2020年休市时间
安排方面，春节10天，休市时
间为2020年1月22日0:00~

1 月 31 日 24:00。国庆节 4
天，休市时间为2020年10月
1日0:00~10月4日24:00。

休市期间，除即开型彩票
外，停止全国其他各类彩票游
戏的销售、开奖和兑奖。具体
彩票游戏的开奖、兑奖等时间
调整安排，由彩票发行机构、
彩票销售机构提前向社会公
告。

财政部最新发布的公告
还要求，休市期间，即开型彩
票的销售活动由彩票销售机

构根据彩票发行机构的要求
和本地实际情况决定。彩票
销售机构要制定全面细致的
销售工作方案，切实加强安全
管理；要充分尊重彩票代销者
的意愿，不得强行要求销售。
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
要妥善保管休市前形成的销
售数据，确保数据安全；要充
分利用休市间隙对彩票销售
系统及设备进行调整和维护，
为休市结束后的彩票销售活
动做好准备。

休市10天！彩市迎史上最长假期
春节休市时间为2020年1月22日0:00~1月31日24:00

年末岁尾，体彩即开型
经典票种 10 元面值“绿翡
翠”给南阳市场送来了一份

“大礼”，一等奖25万元扎扎
实实地落在南阳一位幸运儿
身上。

1月3日，南阳市卧龙区
蒲山镇4113020298体彩网
点传来好消息：一位购彩者
喜中“绿翡翠”一等奖25万
元。当天下午，中奖者王先
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到南阳分
中心兑取了奖金。据悉，王

先生购买彩票已经快五年
了，他把自己能中奖归结到

“坚持”上来，正是由于他多
年来不懈地坚持，对体育彩
票的不离不弃才成就了他的
大奖梦想。

谈到奖金的使用，王先
生笑着说：“这笔奖金来得太
及时了!”他是做工程的，由
于资金回收缓慢，正愁着年
关如何为自己的工人发工
资，这个大奖无疑解了他的
燃眉之急。

多年不懈坚持成就大奖梦想
南阳购彩者喜中体彩顶呱刮“绿翡翠”25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朱元鹏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团圆
时刻再添惊喜。为回馈社会
公众对福彩公益事业的支持，
2020年1月21日（农历腊月
二十七）起，连续3天，河南福
彩开启“福彩公益有奖答题”
活动，参与答题和分享，红包
等您来拿。这也是继元旦活
动之后，再次开启回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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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送好运，惊喜不间
断。河南福彩春节“送红包”
活动即将火热开启，赶紧准备
参与吧，更多惊喜等您来
拿！ 豫福

迎春节，送惊喜

河南福彩“送红包”活动再登场

1 月 9 日晚，双色球第
2020004期开出头奖 7注，
单注奖金790万多元，云南
彩民徐女士喜获其中的1注
头奖，是一张10元单式票。

徐女士是位80后，但是
买彩票已经十多年了，她说：

“在买彩票这事儿上，我已经
是位老彩民了，而且我钟爱
双色球，其他玩法都不买。
我每期都要买，但投入的都
不多，每次买30元的彩票，
一般都是10注守号，另外5
注机选，偶尔也会买几张复
式票。”

这次徐女士中奖的号
码，就是她一直守号的10注
里的1注。“这10注号码，我
已经守了10年了，没想到终
于等到了开花结果的这一
天。”她说，10年前，因为机
缘巧合她机选了10注号码，
可能是这些号码看着都喜
欢，从此就认定它们，进行了
长达10年的守号。“这些年，

这几注号码还是给我带来了
不少好运，200元的中过几
次，5元、10元的经常中，我
觉得它们都是幸运数字。”

现场，徐女士带着家人
一起来领奖。家人在徐女士
的带动下，也跟着她买了很
多年的彩票，他们开玩笑地
说，希望将来有一天来领奖
的是自己。徐女士说：“我在
开奖当天就知道自己中奖
了，当时比较激动，第一时间
就把中奖的好消息告诉了家
人，他们都让我平复一下心
情再来领奖。我觉得这样的
好事情就应该分享，让大家
都沾沾喜气，我也准备把这
次的奖金，跟家里人一起分
享，让大家都过一个好年！”

徐女士表示今后自己还
要以这种方式继续购买双色
球，但不再守这注号码了，要
换一组号码进行守号，说不
定再沉淀10年，又能中到一
个大奖。 中彩

守号10年
女彩民捧回双色球头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