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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走势碰运气 单式投注中头奖
开封购彩者喜领奖金512万元

6月 3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20045期开奖，这也是体彩
大乐透9.39亿元大派奖活动
开始后的第16期开奖，当期
全国共爆出头奖56注。幸运
的是，河南购彩者收获其中3
注，包括1注追加投注头奖和
2注基本投注头奖。

6月9日上午，一位先生
喜气洋洋地走进河南省体彩
中心的兑奖室，原来他就是大
乐透20045期其中一注基本
头奖的得主。

据悉，大奖得主张先生
（化名）的中奖彩票是一张6

元3注单式票，出自开封市龙
亭区宋城路与西环路交叉口
西南角的 4102023407 体彩
实体店。彩票上的第一注号
码击中一等奖，奖金 512 万
元。

来自开封的张先生是体
育彩票的铁杆粉丝，从体育彩
票上市之初就开始购买，后来
有了大乐透，就“独宠”大乐透
一种玩法。“每期都不错过，每
次看看走势图选两三注号码，
10块钱以内，不影响生活。”张
先生说，他买彩票这么多年，
就是想碰碰运气，给自己买个

希望，虽然没有中过大奖，偶
尔的小奖也是一种安慰。

“没想到这次来个大奖，
天大的好事！”开奖当天晚上，
张先生通过手机查询，惊讶地
发现自己中了头奖，激动得一
夜都没睡着。

开奖都快过去一周了才
来领奖，问及原因，张先生道
出了实情。“我母亲生病住院
了，我照顾她走不开，今天才
腾出空来领奖。”关于奖金的
用途，他表示会先用一部分改
善生活，照顾好一家老小，剩
下的再做打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设施全 赛事多 群众乐享健康生活
体彩公益金为三门峡体育建设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三门峡市本着办人民满意的体育这个宗旨，充分利用好体育彩票公益金，支
持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群众体育日益丰富，为建设“五彩三门峡”注
入新的活力。

稳步推进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三门峡涧河公园是退休
之后的廉先生每天必来之处，

“这里设施全，每天运动一下，
精神足了，吃得香了，睡得也
好了。”廉先生告诉记者，兴趣
广泛的他，日常除了打乒乓
球、抖空竹、钓鱼，还有一个爱
好就是买彩票，“我是体育彩
票的铁杆粉丝，咱们这儿的健
身场地和设施不都是体育彩
票公益金建的嘛！”

随着群众的健身意识不
断增强，对体育设施建设及健
身项目的多样性有了更高的
要求。三门峡体育局党组书
记孔辉介绍，2018年以来，三
门峡市把“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乡镇体育健身工程、社区
健身路径工程全覆盖”列为重
点民生十件实事之一，大力推
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基本实
现了“十五分钟健身圈”。

除了场地设施建设，群众

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也有来
自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经
历疫情后，深感健康的重要
性。”三门峡市体育社会指导员
协会会长翟江波说道，“今年很
多线下活动改为线上活动，体
彩公益金给了很大的帮助，让
我们积极摸索更多线上活动方
式有了稳定的资金支持，让更
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

遍布城乡的全民健身点，
激发了群众参与运动的积极
性，推动了全民健身蓬勃开
展，而各个协会、俱乐部等群
众性活动组织有序开展健身
活动，积极推广适合群众锻炼
的健身方式，群众乐享健康的
生活方式。

助力打造
沿黄体育赛事活动

现如今，体育彩票公益金
的身影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
中的方方面面，不仅为群众提
供了丰富的健身设施和场地，

还为各类体育赛事活动的举
办不遗余力。

近年来，在体育彩票公益
金大力支持下，三门峡利用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黄河湿
地的生态优势，持续做大做强
沿黄体育赛事品牌，连续承办
了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如三
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三门峡
黄河国际马拉松、三门峡沿黄
国际自行车邀请赛等。

“去年，我们成功举办的
天鹅女子半程马拉松，成功地
把自然生态、黄河文化、城市
特色与体育赛事有机结合起
来。”孔辉介绍说，富有特色的
沿黄体育赛事品牌体系日渐
成熟，进一步点燃城市激情，
带动体育产业发展，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有了体育彩票
公益金这一坚强后盾，三门峡
体育后备人才基础不断夯实，
竞技体育人才队伍建设不断
加强，近些年为省队、国家队
输送多名优秀运动员。

河南体彩实体店
变身爱心枢纽站

有困难需要救助，请来
河南体彩实体店，这里将为
你提供救助申请帮助。

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
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
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
业。体彩实体店作为销售
体育彩票的场所，不仅是体
彩公益宣传的前沿阵地，也
是践行体彩公益使命的窗
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体
彩实体店开启了“爱心服
务”，让店内充满了爱的气
息。

请环卫工人歇歇脚，为
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等户外
工作者提供免费饮水，为路
人提供打气、充电、问路等便
民服务，为贫困地区群众募
集棉衣棉被……这样的暖心
服务项目让体彩实体店变成
了爱心枢纽站。

如今，这个爱心枢纽站
将继续延展服务项目，让阳
光普照到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据悉，河南体彩将为全
省体彩实体店赋能，让更多
的公益项目落地于实体店。

如果家中有白血病患
儿、先心病患儿、先天性结构

畸形患儿，或者自身、家庭有
实际困难需要帮助的话，可
以走进河南省内任何一家体
彩实体店，讲述你的需求。
代销者将会根据你的情况，
为你推荐符合的救助项目，
并指导你做救助申请。

河南体彩实体店作为公
益项目信息传递的集散地，
目前提供了四个资助项目的
信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根
据项目信息介绍进行申请。
这四个项目分别是：救助贫
困家庭白血病患儿的“小天
使基金”、救助贫困先天性心
脏病儿童的“天使阳光基
金”、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患
儿的“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金”以及帮扶困难群体的“体
彩助莉”项目。

公益如春雨，润物细无
声。体彩公益犹如一股股涓
涓细流，源源不断地浇灌长
满青苗的土地。未来，中国
体育彩票将继续围绕“建设
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
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发展
目标，不负时代重托，用实际
行动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责
任担当。 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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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3622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14期中奖号码
5 8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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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282元，中奖
总金额为255215元。

中奖注数
9 注

603 注
7383 注

496 注
461 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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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1 07 09 12 18 22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652110 元
16575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7 注
140 注

1720 注
79481 注

1438014 注
9177399 注

2 注
7 注

113 注
4175 注

70289 注
390988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49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55259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20296342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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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478元。

中奖注数
895 注
663 注

0 注

中奖号码：7 3 7“排列3”第20113期中奖号码

0 7 5
“排列5”第20113期中奖号码

0 7 5 0 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