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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0

3月 12日晚，双色球迎
来恢复销售后的首期开奖，
二等奖开出42注，单注金额
20.7万元。其中10注花落重
庆市梁平区，为一张彩票中
出，共揽奖金207万元。

“中奖彩民是我店里的一
个老彩民，今年30多岁，在我
店购彩两三年了，这注号码他
追了一年，期期不落，一直都
是20元的彩票，投注方式为
单式10倍倍投。”投注站业主
王超说，开市首期，他的投注
站中出双色球207万元大奖，
太幸运了，“感觉自己店里今
年运气都会特别好”。

无独有偶，3月15日，双
色球第2020011期开奖，江
西彩民李先生凭借一张 30
元的胆拖票，喜中一等奖，获
得奖金 610 万多元。他直
呼：“简直不敢相信！”

据了解，大奖得主李先生

在得知中奖后，更是一晚上没
有睡着，天一亮便驱车前来兑
奖。“我知道消息后，一下子就
从床上跳起来了，拿出彩票反
复核对了好几遍。一晚上都
没睡着，总觉得这一切不真
实，总以为是在做梦。”

说起这张中奖彩票，采用
的是胆拖投注，这也是李先生
多年来常用的投注方法。“这
张中奖彩票和我上一期买的
很像，胆码都选择了07和18，
再根据往期的开奖号码我改
了几个拖码，没想到还真被我
中了头奖，太幸运了！”

当问及中得奖金之后的
打算，李先生称，还没想好。

“我想先给我老婆一个惊喜，
昨晚怕她也睡不着，都没有告
诉她中奖的事。”李先生笑着
说，这次领奖了，以后都有经
验了，“下次再来领奖就不会
像这样激动得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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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204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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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心声、送去关怀、解决困难……

深入一线，帮助站点安全销售
3月11日，河南福利彩票恢复销售，同时根据疫情情况，省民政厅、省福彩中心

以及各地市福彩中心的领导与相关负责人，积极深入一线调研，了解站点情况，送
去关怀和防疫物品，帮助销售网点安全恢复销售。

深入调研
了解恢复销售情况

全省福彩恢复销售首
日，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尚英照，厅慈善事业和社
会工作处副处长丁兴魁到省
福彩中心调研疫情防控和恢
复福利彩票销售工作。

尚英照一行重点了解
了恢复销售后网点疫情防
控措施，肯定了疫情发生以
来省福彩中心所做的工作，
并针对目前疫情防控形势，
对恢复销售后的福利彩票
工作提出要求，指出各级福
彩机构要严格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加强销售网点防
控，落实相关要求，防范彩
民密集聚集，防止交叉感
染，确保全省福利彩票安全
稳定运行。

3月13日，为充分掌握
销售网点恢复销售后的情
况，省福彩中心主任叶川一
行到开封市一线网点进行调
研，查看了站点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了解站点当前
销售情况以及目前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并表示省民政厅

及省福彩中心正在出台相关
措施，对销售网点进行帮扶，
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同时，省福彩中心各片
区组长带队，深入到各地市
了解指导疫情防控和复工销
售情况。在郑州调研时，省
福彩中心第一片区组长、副
主任李广云首先对郑州福彩
疫情防控工作和复工准备工
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
强调，全体福彩人员要保持
警惕、树立信心，争取防控疫
情科学有力，复工营业安全
有序，实现疫情防控和复工
营业的全面胜利。

来到一线
倾听心声送去关怀

服从大局、按照自愿、有
序恢复，针对疫情防控实际
情况，信阳福彩实行差异化
复市措施，指导销售网点主
动接受社区检查验收，符合
条件一个恢复销售一个。同
时，制定相关措施，深入一线
网点分批次发放口罩、消毒
液等防疫物资，同时做好检
查督导，确保安全恢复销售。

同样，召开恢复销售准
备会、为网点发放防疫物资、
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在济
源、开封、平顶山、三门峡、许
昌、周口等全省各地有序开
展。“第一天销售你们就来到
我店里指导工作，又给我们
送来了口罩等，真是太感谢
了，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
的。”“这时候你们还能来我
站里，太想不到了，太感动
了，太激动了……”3月11日
开始，三门峡福彩中心主任
荆秀玲带队，带着防疫物资，
连续两天来到一线网点送去
关怀，了解遇到的问题并进
行解决，网点业主倍感亲切。

全省福彩虽然有序恢复
销售，但目前疫情还没结束，
仍不能放松，全省福彩工作
人员仍时刻坚守在疫情防
控一线。在要求销售网点
落实佩戴口罩、通风消毒、
防控宣传等防疫措施的同
时，也呼吁购彩者到网点购
彩时，自觉佩戴口罩，配合
做好防护工作，勿忘理性投
注，一起助力福彩公益事业
的发展。

豫福

福彩双色球：疫情当前，放平心态很重要
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的当下，每个人都被迫停
下脚步，有时间思考身边的
一切。正如法国小说家莫泊
桑在著作里说过的：生活不
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
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疫情虽然给我们的方方
面面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
生活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
乐观的人总能苦中作乐，悲
观的人总是怨天尤人，这一
切的关键在于你能否摆正心
态，平和面对。

苦中作乐，抗“疫”、学习
两不误。遍布大街小巷的福
彩投注站，在这次疫情中普

遍受到了较大冲击，长期的
休市不仅影响了正常的彩票
销售收入，还不得不面临房
租、水电等日常开支压力。

突然袭来的疫情，没有
击倒乐观向上的福彩站主
们。他们主动响应全民防疫
号召，为灾区捐款捐物，参与
社区志愿防护，安抚彩民群
体，用自己的行动彰显着福
彩的公益精神。

除了做好各项防护措
施，不少站主利用这次难得
的假期进行“业务充电”。查
资料、上网课成了这段时间
站主们最主要的“工作”，真
正做到了休市不休学。

同舟共济，防“疫”有我。
抗击疫情的舞台上，每个人都
在付出自己的力量，而福彩彩
民更是用行动传递着公益和
爱心。我们减少了外出活动、
停下了忙碌的工作、暂别了购
彩的乐趣；我们报名成为防控
志愿者，走街串巷摸排情况，
把好社区防疫的关口。

大仲马曾说过：人类的一
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
面的：“等待”和“希望”！面对
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在
等待中积蓄力量，我们在行动
中寻找希望，抚平心态、勇敢面
对，同舟共济、迎接胜利。

中彩

双色球开出3注头奖
单注奖金859万元，目前奖池6.52亿元

3月 17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20012期开奖，当期
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4、13、
14、23、26、31，蓝球号码为
09。

当期双色球头奖3注，单
注奖金为859万多元。这3
注一等奖花落 3 地，江西 1
注，山东1注，云南1注。二
等奖开出112注，单注奖金
12万多元。当期末等奖开出
541万多注。

开奖号码方面，当期红
球号码大小比为3∶3，三区比
为1∶2∶3；奇偶比为3∶3。其
中，红球开出一枚重号04；两
枚隔码 14、31；一枚斜连号
04；两组同尾号04、14，13、
23；一组二连号13、14；蓝球
则开出09。

当期计奖后，双色球奖
池金额为6.52亿多元，下期
彩民朋友仍有机会2元中得
1000万元。 中彩

彩票开售后
他们迎来好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