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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大行家，我来争百佳”

福彩双色球擂台赛正进行
4月20日至5月17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红蓝大行

家，我来争百佳”为主题的2020年双色球销售技能擂台赛活动。
活动以周为单位进行，共计4周，分为各省擂台赛和全国擂台赛，各省擂台赛每周评比，

全国擂台赛在4周结束后一次性评比。活动分为以双色球销量为考核标准的“双色球销售之
星擂台赛”和以双色球销量增长率为考核标准的“双色球成长之星擂台赛”两个部分。

全国擂台赛：
五类奖项等您来

全国双色球销售之星入
围奖：每周双色球销量全省排
名前10名，4周合计40名，可
获荣誉证书。不可重复获得，
采取顺序递补原则入选。

全国双色球成长之星入围
奖：每周双色球当周销量增长
率全省前10名，4周合计40
名，可获荣誉证书。不可重复
获得，采取顺序递补原则入选。

全国双色球百佳销售之
星：4周结束后，从全国双色球
销售之星入围网点中选取全国
销量排名前100名，每名可获
得奖金10000元、荣誉奖牌和

一个“走近双色球”活动名额。
全国双色球百佳成长之

星：4周结束后，从全国双色球
成长之星入围网点中选取全国
销量增长率排名前100名，每
名可获得奖金3000元和荣誉
奖牌。

双色球成长之星幸运奖：
对当周销量增长率高于本省
当周平均增长率的销售网点，
由主办方统一组织抽奖活动，
每周5名，4周合计20名，每
名可获得奖金1000元。

评选时先评出“全国双色
球百佳销售之星”，再评出“全
国双色球百佳成长之星”，两
个奖项不兼中兼得，采取顺序
递补原则入选。

省级擂台赛：
河南福彩设置奖金

河南省配套奖励：在本次
擂台赛活动全部结束后以入
围时的成绩进行排序，分别对
销售之星和成长之星入围奖
项前十名各奖励5000元，剩
余入围销售网点各奖励2000
元。奖项不可重复获得，采取
顺序递补原则入选。

目前活动正在进行中，其
间中福彩中心将展示全国销
售网点每期双色球销售情况
排名（本市、本省及全国排
名）。同时，参与活动的销售
网点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活
动方。 豫福

4月 21日晚，中国福利
彩 票 双 色 球 游 戏 进 行 第
2020027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红球号码为 12、13、14、
24、25、28，蓝球号码为06。

当期双色球头奖3注，单
注奖金为1000万元。这3注
一等奖花落3地，河北1注，
吉林1注，安徽1注，共3注。

二等奖开出 112 注，单
注金额21万多元。当期末
等奖开出786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3∶3，三区比为0∶3∶3；奇偶
比为2∶4。其中，红球开出一
组三连号12、13、14；一组二
连号24、25；一组同尾号14、
24；蓝球则开出06。

当期全国销量为3.24亿
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
金额为8.1亿多元，下期彩民
朋友仍有机会2元中得1000
万元。 中彩

双色球开出3注千万头奖
奖池8.1亿，彩民仍有机会2元中1000万

在去年双色球派奖活动
中，三门峡市11位业绩突出
的优秀投注站业主荣获先进
表彰，4月17日上午，三门峡
市福彩中心向每位业主颁发
了奖品。

受表彰的业主满怀激
动、兴奋的心情领取了奖品，
大家一致表示：“真没想到在
疫情期间还能收到这份特殊
的礼物，让我们太感动了！
今年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
努力销售，用心服务，继续为
福彩事业贡献力量。”

福彩“双色球”是目前彩

市上最主要的玩法之一，购
彩者用2元钱购买一注双色
球，其中 51%是彩票奖金，
13%是发行费，36%是公益
金。双色球销售所筹集的福
彩公益金广泛用于补充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
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
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
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文
化、法律援助等社会公益事
业，以及“扶老、助残、救孤、
济 困 ”等 社 会 福 利 事
业。 豫福

三门峡福彩
表彰投注站业主

福彩双色球：

除了诗和远方，还有当下的美好
“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

苟且，还有诗与远方。”这段红
极一时的网络名句，想必不少
70后、80后的朋友们都不会感
到陌生。

诗和远方，曾是不少人暂
别尘世烦恼、追求理想生活的
寄托。喜好双色球的朋友，常
常将手中彩票，比喻成迈向诗
和远方的大道。

美好的事物总是令人向
往，然而生活终究会将我们拉
回现实，直面柴米油盐，直面鸡
毛蒜皮。

当一场突然笼罩全世界的
疫情出现之后，我们猛然发现，
诗和远方毕竟无法果腹，真正
的美好是兜里有钱、是家里有

口罩、是手中的中奖彩票能兑
奖……

真正的美好，是掌握自己的
时间。如今的社会，每个人都好
似一台永不停止的机器，不断处
于高速运转之中以期实现自我
价值，工作、家庭交替往复地消
耗着我们的青春和活力。

有人说，身家不菲是幸福；
有人说，大权在握是幸福；有人
说，名扬四海是幸福。然而，对
于热爱双色球的人来说，真正
的美好幸福可能是身处福彩站
里享受心底的片刻宁静，是将
反复修改后的号码递出那一瞬
间脑海中浮现的美梦成真，是

“我的时间我做主”的豪情。
真正的美好，是把握自己的

节奏。诗和远方之所以令人向
往，是因为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性。一场新冠疫情，让我们发现
原来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握自己
的节奏，是如此的弥足珍贵。

真正的美好，不是无休止地
买买买，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
月光生活；是合理的规划，是量力
而为的购彩投注，是进退有据的
理性面对。

我们常常眺望远方的风
景，渴望摆脱现实的困扰；然而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懂得当下
的可贵。

真正的美好，藏于身边小
事，藏于红蓝之间，藏于每一次
选择之中。遇见双色球，遇见
美好每一天。 中彩

随缘选号，小复式命中大奖
4月 12日晚，双色球第

2020023期开奖，合肥彩民
以一张 14元的“7+1”复式
票，收获头奖727万元。4月
14日，大奖得主赵先生现身
领奖。

赵先生介绍，他买彩票
有五六年了，从不多买，也不
机选，都是自己琢磨一些合
眼缘的号码。之前也中过
奖，但都是很小的小奖。最
近这段时间，他养成了每期
买一注“7+1”复式票的习
惯。赵先生说，自己购彩的
初衷就是看中福利彩票的公
益性，每次花10元左右有一
种为公益事业做了点事儿的
欣慰，也让他枯燥的生活多
了一些趣味。

当问及这次中奖的经
过，赵先生表示能够中一等

奖完全在意料之外。他说中
奖的这注号码是他自己前一
周凭感觉选的，因为看着很
喜欢，所以就多打了两期。

“我购彩从来都是随缘的，没
想过会中奖。也不敢想啊！
这都是运气使然！”

赵先生说，开奖第二天
一大早，就发现自己中了大
奖。“当时很激动，觉得不敢
相信，拿着彩票反复看了好
几次。”确认无误后，赵先生
迫不及待和家人分享中奖信
息，一家人平复了一天,等到
心情平稳后才来领奖。

问及领取奖金后的打算
时，赵先生坦言自己还没想
太多，但肯定不会用来挥
霍。“中奖归中奖，生活还得
继 续 ，我 还 是 该 工 作 工
作。” 中彩

每注金额
639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64期中奖号码
1 2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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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886元，中奖
总金额为194230元。

中奖注数
7 注

450 注
6240 注
419 注
341 注
23 注

1085357 元
12920 元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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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6 17 20 24 27 29 13

第202002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5 注

26 注
248 注
362 注

2275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 注
12 注

223 注
555 注

5235 注
8674 注

62782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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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818元。

中奖注数
415 注

0 注
4478 注

中奖号码：8 5 3

“排列3”第20063期中奖号码

5 3 1
“排列5”第20063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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