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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
5月18日起，连续9周通过抽奖送出54辆汽车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福彩
双色球的支持和厚爱，5月18
日起，河南省福彩中心将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福彩双色球，
每周送汽车”活动。其间，凡
购买单张20元(含)以上双色
球彩票，就有机会抽取汽车大
奖。

此次活动时间为5月18
日至7月19日，共计9周。活
动期间，全省范围内的购彩者
购买当周单张20元（含）以上
双色球彩票，可使用“豫彩通”
APP 或“豫彩通”微信小程
序，扫描当周彩票票面右下角
二维码参与抽奖活动。活动
以周为单位，每个活动周的次

周周一为“抽奖日”，在公证人
员监督下，从有效数据中每次
抽取6张彩票，其持有者分别
获得一辆东风风神 AX7 汽
车，每次共计6名中奖者，抽
奖结果在河南福彩官网、官微
公布。活动共进行9次抽奖，
累计送出汽车54辆。

兑奖阶段，根据中奖者在
“豫彩通”APP或“豫彩通”微
信小程序注册填写的手机号
码，省福彩中心将电话通知中
奖者领奖。同时，根据税法等
规定，中奖者须缴个人偶然所
得税；奖品汽车均为白色，所
有权归中奖者所有，不可折
现，税费、过户、上牌等费用由

中奖者承担。
此外，购彩者在扫码参与

活动时，符合条件的彩票首次
扫描有效，扫描往期彩票以及
重复扫描无效；同时，为保证
奖品兑付顺利，每个开奖周的
次周三为领奖截止日，也就是
说领奖时间为10个自然日，
逾期不领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
车。这个盛夏，让我们一切相
约双色球，在助力福彩公益事
业的同时，赢取更多好运，参
与汽车抽奖，火热夏季惊喜享
不停。 豫福

体彩大乐透9.9亿大派奖助力彩市“焕新”

单期发行量和公益金筹
集金额屡创新高

自第20030期派奖活动
开启以来，体彩大乐透单期
发行量和公益金筹集金额屡
创新高。派奖前5期，体彩大
乐透累计发行17.07亿元，筹
集公益金6.14亿元。

第 20030 期，大乐透单
期发行量3.36亿元，筹集公
益金 1.21 亿元。一举打破
2019年11月16日创下的单
期3.29亿元的发行纪录。

第 20033 期，大乐透单
期发行量3.44亿元，筹集公
益金1.23亿元，突破派奖首
期第20030期创下的纪录。

紧接着，第20034期，大
乐透单期发行量达到3.63亿
元，筹集公益金达1.30亿元，
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单期发行量和公益金筹
集金额屡创新高，已经成为
大乐透派奖期间的一大“常
态”。

旺！各地彩市因派奖急
速“升温”

体彩大乐透 9.9 亿大派
奖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
彩市急速升温，一扫疫情期
间的“冷清”。在各地一线体
彩实体店，代销者干劲足、购
彩者参与热情高涨。

在湖北、四川、河北等
地，为了更好地宣传本次派
奖活动，体彩实体店的代销
者创新宣传思路和方法，他
们用一支笔、一张纸、一颗热
爱公益的心把体彩大乐透9.9
亿大派奖活动绘制成一张张
精美的海报，向每一位进店
的购彩者宣传，让大乐透派

奖充满了艺术气息，让宣传
更显朝气蓬勃。

在江西，派奖活动启动
后，代销者王林华的店里人
气增加了不少，她说：“出的
票基本上都是追加票，中出
的幸运翻倍大概在一半左
右，还不错。销量基本恢复
到疫情前的水平了。”代销
者张女士说：“派奖活动太给
力了！很多老顾客都提前准
备好参与本次派奖活动，一
些平时很少买彩票的人，看
到店门口的派奖宣传展架后
也纷纷进店购买，这几天人
流量比平时多了很多。”

头奖数量和奖金成色双
提升

派奖前5期，体彩大乐透
累计中出46注一等奖，其中
27注采用追加投注，分享了1
亿元的一等奖派奖奖金，平
均每注分得约370万元。派
奖期间，采用追加投注后，一
等奖单注奖金屡超 2000万
元，一等奖奖金成色更足。

第 20030 期，一等奖中
出6注，其中4注采用追加投
注，分得派奖奖金后，单注总
奖金为2128万元。

第 20031 期，一等奖中
出7注，其中4注采用追加投
注，分得派奖奖金后，单注总
奖金为2284万元。

第 20033 期，一等奖中
出6注，其中4注采用追加投
注，分得派奖奖金后，单注总
奖金为2299万元。

第 20034 期，一等奖中
出8注，其中6注采用追加投
注，分得派奖奖金后，单注总
奖金为2113万元。

此外，派奖期间，还出现

了一等奖“雨露均沾”的态势
——第 20032 期，一等奖共
开出19注，分落15个省（区、
市），成为彩市一大热点。

超1685万人次分享“幸
运奖”派奖

今年的派奖活动，创新
形式的“幸运奖”派奖总金额
达 4.9 亿元，覆盖二至九等
奖。派奖前5期，“幸运奖”派
奖已累计送出9434万元，全
国超过 1685 万人次的购彩
者，分享了幸运奖派奖的乐
趣，尽显幸运奖普惠大众的
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乐
透历年派奖受“冷落”的二等
奖，今年不仅参与了幸运奖
派奖，还令购彩者收获颇
丰。以第20034期为例，当
期二等奖中出65注，每注奖
金28.63万元，其中39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22.91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达到 51.54 万
元。这39注追加投注的二等
奖中，有5注收获幸运奖派奖
奖金，按二等奖幸运奖2倍或
1.6倍的派奖金额来算，当期
二等奖单注最高总奖金达到
103 万余元，一举突破百万
元，奖金成色十足。

加油中国，光芒焕新！
购彩者每花2元钱购买1注
体彩大乐透，就有0.72元成
为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全
民健身、竞技体育、补充社会
保障基金、扶贫济困、医疗救
助、教育助学等。体彩大乐
透在助力购彩者收获幸运、
为生活添彩的同时，也为体
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助
力，为中国加油！ 河体

截至第20034期，体彩大乐透9.9亿大派奖活动已进行5期。所有奖级都派
奖、奖金最高可翻倍……本次诚意十足的9.9亿大派奖活动自开展以来，吸引了
众多购彩者的热情参与，体彩实体店内的热销场景再次出现，呈现奖销两旺的态
势。第20034期，大乐透单期发行量和公益金筹集金额再创新高，派奖为彩市的
“焕新”持续助力。

机选投注，
彩民领走双色球头奖

日前，双色球 2020032
期开出11注一等奖，单注奖
金658万元。其中1注大奖
花落河北，为一张10元机选
票。开奖后不久，幸运彩民
现身领奖。

该中奖彩民为一名中年
男子，说起双色球，戴着口罩
的他难掩一脸兴奋：“我买彩
票将近20年了，基本上是期
期都买，即便是到外省出差
也不耽误。每期从不超过50
元，多数情况下是机选，有时
候也参加合买。”

“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当
地还没有福彩投注站，我就
开车到别的地方买。有一次
我选了一注号码，因为生意
忙脱不开身，没空去市区，偏
偏那天我选的号码全出来
了，错过了500万大奖；还有
一次去天津出差，也是选出
了一组号码，准备投注当地
的一种彩票，同样是没有来

得及买，再次错失了头奖。”
先后两次与大奖无缘，

他似乎并不在意。在他看
来，买彩票就是一种娱乐，一
切随缘。没有中奖，是自己
与双色球大奖的缘分还没
到。正是抱着这种平和的心
态，十七年如一日不离不弃，
最终得到了双色球大奖的眷
顾。

当天中午，他通过福彩
投注站机选了一张10元5注
彩票，晚上开奖后，他就得知
自己中了大奖658万元。兴
奋之余，他颇为感慨：“说来
惭愧，以前总觉得中大奖不
真实，现在看来自己的这种
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自从
中奖后，我对双色球有了一
个全新的认识，那就是真实、
真诚！以后我还会继续买双
色球，为咱们福利事业添一
点点力！” 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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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3日，体彩大乐透
迎来“9.9亿元大派奖”第七
期开奖，第20036期前区开
出号码“01、05、11、12、26”，
后区开出号码“02、07”。

当期全国共中出6注一
等奖。其中，4注为2799万
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分落江
苏盐城、福建宁德、广东广
州、云南昭通；2注为1000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江
苏南京、广东深圳。

据统计，本期“幸运奖”
共派送1651万元。二等奖
开出99注，每注奖金为15.2

万余元；其中54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2.16万
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
总奖金为27.37万元。在54
注追加投注二等奖中，有18
注收获幸运奖派奖。

此外，“加油中国”“光芒
焕新”3 元幸运奖共送出
1392023注。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
束后，11.65亿元滚存至5月
16日（周六）开奖的第20037
期。届时，一等奖将继续派
送2000万元，幸运奖派奖余
额为3.64亿元。 中体

派奖第七期

大乐透开6注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