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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晚，双色球第
2020022期开奖，无锡彩民小
黄收获1注头奖，是一张自选

“7+1”红球复式票，共揽奖金
677万多元。

小黄是位老彩民，10多年
前就开始购买彩票了。作为
一个对数字十分敏感的“工科
男”，每一期的选号犹如在数
字的海洋里遨游，让小黄和小
伙伴们乐此不疲。成家了以

后，小黄通常每期投注30元左
右，一张“7+1”的红球复式票，
再加2注的单式票守号以及若
干注随机选号。

对于小黄来说，买彩票和
睡大觉是他现今人生中不可
辜负的两件大事。可自从4月
10日上午，他就一点睡意都没
有了，因为双色球677万多元
的好运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中彩

每注金额
1865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57期中奖号码
3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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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128元，中奖
总金额为140331元。

中奖注数
3 注

309 注
4681 注
161 注
167 注
11 注

0 元
44096 元

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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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6 10 15 23 24 28 20

第202002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 注
8 注

96 注
235 注

1287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4 注

110 注
373 注

3930 注
7137 注

45832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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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622元。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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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注

0 注

中奖号码：8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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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调研、全力防疫、奋勇前行……

河南福彩防疫销售两不误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休市后，3月11日，河南彩民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福

利彩票开市。今年的开市与以往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河南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重要指示精神，多措并举，全力参与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同时，有序推进福彩销售管理工作。

深入调研
统筹保障很“硬核”

2月 18日上午，省民政
厅党组书记、厅长鲍常勇深
入省福彩中心，调研疫情防
控工作。他要求，全体福彩
人全力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积极支持销售网点降低
疫情影响，提早谋划恢复销
售后的管理工作，实现有质
量的销量，努力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

省福彩中心提前谋划，
召开专题会议，制订《关于做
好投注站恢复销售疫情防控
方案》，安排部署福彩开市相
关工作。通过设立督导小组
走进销售一线，为投注站配
备口罩、消毒液等防控物资，
发放疫情防控宣传海报、手
册等措施，统筹推进全省福
利彩票有序开市。

全省福彩恢复销售首
日，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尚英照带领督导组，深入
到省福彩中心调研指导疫情
防控和恢复福利彩票销售工
作。为充分掌握销售网点恢
复销售后的情况，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主任叶川一行到
开封市一线网点进行调研，
查看网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了解网点销售情况以
及存在的困难，帮助销售网
点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省福彩中心各片
区组长带队，分别深入到各
省辖市了解指导福彩销售网
点疫情防控和复工销售情

况，帮助各地共渡难关，实
现福彩销售安全稳定运行。

彩票开售
防疫工作做在前

鹤壁市福彩业主孙自
伟得知3月11日要恢复销
售与兑奖的消息后，特意提
前一天前往站点打扫卫生
并采取消杀措施，桌面、铅
笔、凳子等人们经常接触的
物品，他都用消毒液擦了一
遍。“恢复销售是好事，要为
购彩者营造健康安全的购
彩环境。”孙自伟介绍，“每
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全面
消毒，下午还得再消毒一
次。”

3月11日，恢复销售的
第一天，也是争分夺秒的一
天。平顶山市福彩电脑部
工作人员不到8点钟就开始
忙碌，对因疫情防控出现的
部分站点不能恢复销售及
站点设备出现故障等情况，
电脑部工作人员紧急召开
会议，逐一制订了具体的解
决方案，临近中午12点钟，
各站点才逐步有序恢复销
售。

彩票恢复销售，彩民们
也非常高兴。“有彩民给店
里送来了消毒液和口罩，也
有一部分彩民购彩时特意
加了几倍。”孙自伟表示，站
点除了正常的经营工作外，
还要进行严格的防疫工作，

“虽然任务重了，但对购彩
者的服务绝不会降低。”

奋勇前行
销售逐步企稳回升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市
场回暖工作。省福彩中心多
措并举，全省一线福彩从业者
共同配合，努力将疫情防控工
作做细做实，把市场销售做活
做新，推动防疫和销售的顺利
开展。

福彩销售恢复后，新乡福
彩中心积极研究对策，努力做
到疫情防控和福彩销售都不
放松，多措并举，推动全市福
彩市场尽快恢复。3月11日
新乡福彩全面恢复销售，截至
3月 30日，新乡市福彩销量
稳步提升，基本达到疫情前水
平。

商丘市福彩通过优化调
整部室，组织人员竞争上岗，
进一步激发了福彩队伍的活
力。截至目前，商丘市 492
个福彩站点均已进入正常销
售状态，销售额实现逐步提
升。

不仅新乡、商丘福彩，福
利彩票恢复销售以来，全省各
地福彩系统纷纷创新思路，以
市场为导向，切实抓好销售工
作，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虽然疫情仍未完全过
去，但希望已经来临。”叶川表
示，全省福彩系统将牢固树立
市场意识，工作重心向一线业
务、网点倾斜，加大扶持力度，
夯牢市场基础，积蓄更大的能
量，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奋
勇前进。

豫福

双色球
开出8注702万元头奖
奖池7.07亿，下期彩民仍有机会2元中千万

4月14日晚，中国福利彩
票 双 色 球 游 戏 进 行 第
2020024 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红球号码为10、13、27、28、
29、31，蓝球号码为08。

当期双色球头奖8注，单
注奖金为702万多元。这8注
一等奖花落4地，山西5注，山
东1注，重庆1注，湖北1注，共
8注。二等奖开出94注，单注
金额21万多元。当期末等奖
开出975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4
∶2，三区比为1∶1∶4；奇偶比为
4∶2。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隔
码10；两枚斜连号 29、31；一
组三连号：27、28、29；一组奇
三连号27、29、31；蓝球则开出
08。

当期全国销量为 3.17 亿
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
额为7.07亿多元，下期彩民朋
友仍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
元。 中彩

福彩双色球：

购彩中的小确幸
每一份都值得珍惜

“小确幸”一词源于随笔
散文，意为“微小但确切的幸
福与满足”。心理学上解释
为：当我们进入一个专心致志
活在当下，浑然忘我的状态，
才会感受最真切和细微的幸
福与满足。

生活中的小确幸，是摸摸
口袋，发现有钱；是电话响了，
竟是伊人；是运动之后，冰镇饮
料；是随意购彩，邂逅惊喜……

小确幸有时是一种意外相
遇。一次出差、一场旅行、临时
躲雨、破钱找零，生活中随处可
见的小事，常常造就了彩民朋
友与双色球的幸福邂逅。

我们常常抱怨生活过于
平淡、彩票中奖太难，殊不知
平淡中孕育着惊喜，幸福也许
就在下一个街角的福彩站里。

小确幸有时是一次宽容
谅解。在日常购彩过程中，我

们偶尔会遇到销售员打错号
码或者重复出票的情况，是一
笑了之、欣然接纳，还是坚持
己见、退回重打？每个人都有
着自己的答案。

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有时候，他人小小的失误，
也许正是你的幸运时刻，如果
可以，不妨多一丝谅解、多一分
宽容，也许你的幸福就在手边。

小确幸有时是一份良好
心态。面对双色球的千万大
奖，每个人都会心动，而购彩
中的小确幸却并不只属于大
奖时刻。它是6个红球的喜笑
颜开，是5红1蓝的知足常乐，
是小奖不断的收获连连。

我们常说在双色球追梦
的道路上，我们习惯于全力奔
跑，常常忽略身边小小的幸
福，放慢脚步，你也许能够发
现更多的风景。 中彩

复式投注，老彩民捧回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