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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07

每注金额
454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37期中奖号码
3 4 7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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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32元，中奖
总金额为176768元。

中奖注数
7 注

452 注
5170 注

382 注
275 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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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5 06 08 17 24 27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979822 元
165138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2 注
89 注

1553 注
66763 注

1186152 注
7831862 注

0 注
3 注

111 注
3442 注

56254 注
403110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16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2723562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094904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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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206元。

中奖注数
1198注

0 注
2542注

中奖号码：6 8 3“排列3”第20036期中奖号码

3 0 1
“排列5”第20036期中奖号码

3 0 1 5 1

阳春三月，已是春暖花
开，人们已经逐渐感悟到春的
暖意。伴随疫情退散的好消
息，河南体彩给购彩者再送好
礼，排列三2000万派奖蓄势
待发。

作为一款经典小盘游戏，
排列3可谓是体育彩票中的

“元老”，排列3游戏上市已超
过十个年头，相信很多彩民对
于它的具体玩法并不陌生。
就是从 000-999 共 1000 个
数字中选取一个三位数作为
一注号码进行投注，开奖号码
为一个三位数，这也是“排列

3”游戏名称的来源。按照不
同的投注方式，“排列3”有直
选、组选三、组选六等三种投
注方式。经过岁月的洗礼，体
彩排列3游戏已经成为一个
智慧博弈的平台。简单的三
个数字能在瞬间变化出无数
个可能，这是排列3的魅力所
在，也是体育彩票的魅力展
现。

近几年，虽然新型彩票游
戏不断推出，但排列3仍然受
到众多购彩者的青睐。本次
派奖活动，将于排列3游戏第
20041 期开始(3 月 31 日开

奖)。派奖针对两个奖级进行
加奖，组选三单注奖金增加
74元，从 346 元提高到 420
元；组选六单注奖金增加37
元，从173元提高到210元。
本次派奖计划使用调节基金
2000万元，派奖奖金和常规
奖金一并兑奖，兑奖期限与常
规兑奖相同，派奖奖金用完为
止。

借助本次的加奖派送活
动，排列3游戏必然能够再次
焕发出新的光彩，再次引发购
彩者们的关注。 河体

小额投注迎来惊喜

两位彩民接连领走双色球奖金
“本来一直都是守号的，

随手改了个号码竟中了二等
奖，真是上天眷顾啊！”3月19
日，无锡彩民夏先生拿着一张
双色球中奖彩票来到市福彩
中心兑奖，面对十多万的奖金
他激动地说道。

他说，这次能中奖纯属幸
运，平时就特别喜欢购买双色
球，经常守号，极少去更改号
码，此次更改号码是因为站点
销售员的一句“提点”。当时，
夏先生在福彩投注站，准备把
守号的双色球彩票复制一遍，
销售员接过彩票后随口说道，
红球06有可能开出。夏先生
觉得销售员的建议很有道理，
当即采纳，把其中一枚红球改
为了06，买完彩票后，夏先生
就回家了。

夏先生买的第2020009

期双色球于1月21日开奖，
临近春节，加上休市，他就没
放心上。如今开市后，他才
拿出彩票核对，发现自己中
了当期 1 注二等奖 12 万多
元，激动地赶来领奖。

好运无独有偶。3月17
日，福彩双色球第 2020012
期开奖，广东彩民王先生幸运
收获一注二等奖，采用机选投
注，奖金12万元。

王先生是位老彩民，喜欢
机选投注，此次彩票休市期间，
他时刻关注彩市动态。3月16
日，当地福彩恢复销售，当天晚
上，王先生下班回到家附近的
站点，就迫不及待进去买彩票
了，还是按照往常的老习惯，机
选10元5注彩票就马上离开
了。

17日晚上11点多，王先

生习惯性地用手机查开奖号
码，他首先查看蓝码数字，有
些失望了，哎，可能又像往常
那样，连5元都中不了！随后
的数字，他便看得有点漫不经
心了。没想到，看着看着，觉
得开奖号码与自己彩票上的
一组数字有点相似。于是，他
拿出彩票，认真地再对了一
遍，原来有一注中了二等奖，
太惊喜了！

因受疫情的影响，王先生
这段时间停工在家里，时不时
会有一种焦虑情绪。王先生
坦言，没想到他收到了福彩的
意外惊喜，不仅帮补了家用，
还能让生意上的资金周转。
王先生开心地说：感谢福利彩
票给自己的心里注进一缕阳
光，以后一定继续支持福利彩
票。 中彩

河南：
双重补贴
帮扶代销者渡过难关

河南体彩为支持代销者开
展疫情防控、降低疫情影响，通
过发放疫情补贴及提高代销费
两种方式帮扶代销者渡过难
关。给予每个体彩专营实体店
2000元的疫情补贴，每个双机
实体店1000元的疫情补贴。
预计全省11209个体彩实体
店，补贴总额达到2097.4万元。

在进行疫情补贴同时，采
取提高部分游戏代销费比例的
举措，时间跨度从恢复销售之日
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包括体
彩超级大乐透、7星彩、排列3、排
列5、传统足彩销售等游戏在内
的代销费比例均上调至8.5%。

四川：
多重举措
共克时艰

为加强对代销者的人文关
怀，帮助其共克时艰，四川体彩
三个大手笔助力防疫不松劲。

一是为体彩实体店采购价
值20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为
奋战在一线的代销者提供安全
防护，为购彩者提供安全环境。

二是一次性发放342.25
万元补助，用以补助超长休市
所带来的代销者经营成本。

三是开市后连续90天提
高销售门店部分游戏代销费用
比例2%（除单场竞猜、高频游
戏外的所有游戏种类），用以缓
解超长休市的经营困难，恢复
市场信心。

云南：
拨付专项经费
用于采购防疫物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云南
体彩认真落实部署，积极支持
体彩从业者配合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给予每个体彩实体
店800元，总金额525.52万元
的疫情防控专项经费专项用
于体彩实体店、即开票代销
者，采购疫情防控所需口罩、
消毒酒精、消毒液等防护用
品，确保代销者和购彩者的身
体健康。

这一系列的帮扶举措给
代销者解决了实际困难，为复
工复产后的体彩市场注入一支

“强心剂”，增强了战胜疫情的
信心。 河体

疫情发展逐渐明朗，多地病例成功清零，复工复产正在推进，人们的生活逐步
走向正轨。与疫情同步回暖的还有温度，气温日渐回升，伴着明媚的天气，迎春花
争相绽放，春暖花开之际，让人感到温暖的不止有阳光，还有各地体彩的帮扶行
动。因疫情延长休市而带给代销者的负担正逐步缓解。

气温回暖 各地体彩帮扶行动更暖

除了中奖和公益
双色球还能做这些

作为福彩的特色游戏，每
每提到双色球彩票，首先想到
的自然是奖金丰厚的超级大
奖，其次便是各种各样乐趣多
多的玩法，最后还有聚沙成
塔、饱含爱心的福彩公益金。

围绕双色球而展开的故
事，在彩民群体中比比皆
是。在追逐梦想的大道上，
每个人都在全力奔跑，如果
你能够暂时放缓脚步，环顾
四周，便能发现那些被你遗
落的美好。双色球，是一种
希望，是一份乐趣，更是一种
生活的调味料。

双色球：跨越代沟的桥
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如今的年轻人与长辈之间的
隔阂越来越深，交流的频率和
内容也是越来越少。很多时
候，我们渴望交流，却苦于无
话可说，数十年的时间跨度让
我们难以寻找共同话题。

对不少彩民家庭来说，
双色球很好地扮演着“沟通
桥梁”的角色。一张小小的
彩票，拉近了彼此间的关系，
开拓了共同话题，父子上阵、
全家购彩获大奖的故事，更

是屡见不鲜。
双色球：调节家庭生活的

礼物。如果说子女和长辈之
间的矛盾，是时代造就的鸿
沟；那么夫妻之间的矛盾，就
是生活中积累而成的。当柴
米油盐酱醋茶慢慢消磨了恋
爱时积攒的激情，剩下的更多
是平淡无奇与一成不变。

对于许多双色球彩民来
说，一张中奖彩票，便是自己
送给爱人最好的礼物。无论
金额多少，便是一份心意，一
种表达。当一切回归平淡
时，你会发现，最好的礼物，
就是你一直在我身边。

双色球：好兄弟情谊
深。对于不少新彩民，或者
想要加入双色球世界的预备
彩民来说，由于缺乏对双色
球的了解，在选号投注时总
喜欢与朋友一起合作。倘若
其中有那么几位“懂行前
辈”，那自然是最好的。

双色球，是梦想实现的
舞台，是枯燥生活的绚丽色
彩，是兄弟情谊的无限延伸，
除了中大奖和献爱心，双色
球能做的还有很多。 中彩

河南体彩“排列3”派奖来袭
3月31日开始，针对组选三、组选六派奖2000万

为进一步确保疫情防控
期间的福彩有序恢复销售，
平顶山福彩再次开展全市福
彩销售督导工作。

每到一个站点，督导的
工作人员都认真查看站点防
疫用品、防疫温馨提醒、消毒
情况等情况，并听取大家的
意见及建议，同时将口罩等
防疫用品以及销售必须品送

到站点。
据悉，站点业主对福彩在

开展市场督导的同时，不忘考
虑大家的需求并为大家提供
及时、贴心的服务觉得倍感温
暖，并表示一定会遵守疫情防
控要求，并为彩民提供优质服
务、便民服务等，方便彩民购
彩，全力确保福利彩票销售有
序、健康发展。 豫福

平顶山福彩
为站点提供切实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