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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排列 5 第
20152期开奖，当期开奖号
码为：69880，来自石家庄的
一位购彩者，凭借一张20倍
倍投的单式票，喜中20注头
奖，获得奖金200万元。21
日上午，大奖得主在当地体
彩中心领奖。

大奖得主购彩已经很多
年，他说，从7位数时期他就
开始购买体彩，后来大乐透，
排列3排列5等玩法陆续上
市，他一直是体彩的忠实粉
丝，各种玩法均有涉猎，最喜
欢玩排列3和排列5，基本上
期期购买。选号方法是根据
走势图，选出一个胆号，再根
据冷热号选出其他的号码，
排列组合几组号码进行购
买。虽然基本上每天都买，
但他每次投注的金额并不
多，根据心情和对所选号码

的感觉，少则十几元钱，多则
三五十元。

本期，他依然运用这种
方法，选出了一个胆码9，又
选出了其它几个号码，进行
组合投注。他一共选了4组
号码，分两张彩票出票，每张
彩票打两倍。但是打第二张
彩票的时候，由于代销者没
听清，一下子给他打了 20
倍，“我和代销者是邻居，彼
此也很熟悉，既然错了，我说
那就错着来吧。”于是他这期
共投入了88元。

开奖当晚九点钟左右的
时候，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手
机核对开奖号码，惊喜降临
了，打错的那张彩票上的第
一注号码，一举中得了一等
奖，由于他投注了20倍，揽
获奖金高达200万元。

中体

近日，双色球第2020060
期开奖，福建泉州彩民一人独
揽2注一等奖，为一张1注号
码两倍投注的彩票，收获奖金
1047万元。

据介绍，幸运彩民唐先
生购买福彩多年，经常买双
色球，但一般每次只买几块
钱的，最多不超过十元。当
天，加班后的唐先生，有些疲
惫地走回家，路过投注站时，
便进去准备买张双色球彩
票。

他先让销售员机选了5
注号码，然后只留下 1注进

行2倍投注。“5注号码里我一
眼就看中这注号码，觉得蓝
球08也很吉利，所以就选择
买这注。不过也就多投了1
倍，花了4块钱。”唐先生笑着
说，整个过程只花了几分钟，
算是很平淡的一次购彩，没
想到就这样中了一千多万。

当期开奖后，唐先生拿出
彩票，漫不经心地用手机查了
开奖号码对奖。这一看，他顿
时傻眼，手里这张4元机选票
上的号码竟然和开奖号码一
模一样！反复核对了好几遍，
唐先生这才相信自己确实中

了一等奖，还是2注，奖金高
达1047万元！那一晚，他拿
着彩票辗转反侧，激动难眠，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睁
眼就是压力，真的没想到自己
随意买买几块钱的彩票，居然
中了一千多万，我真是又高兴
又忐忑……”

隔了一天，稍稍平复心情
的唐先生请了假，赶到省福彩
中心领取了奖金。关于奖金
的使用，他说：“先把家里欠的
债还了，剩下的奖金再和妻子
慢慢规划。”

中彩

一张4元票 命中奖金千万元
老彩民机选倍投拿下双色球奖金1047万元

每注金额
3162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56期中奖号码
2 6 9 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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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912元，中奖
总金额为180461元。

中奖注数
2 注

251 注
4453 注
154 注
417 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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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4 07 09 23 27 30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979941 元
176780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0 注
140 注

1518 注
69948 注

1299104 注
8502701 注

0 注
2 注

45 注
2125 注

44511 注
350066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67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102242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3109000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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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054元。

中奖注数
404 注
545 注

0 注

中奖号码：1 1 2“排列3”第20155期中奖号码

0 1 2
“排列5”第20155期中奖号码

0 1 2 3 7

炎炎夏日送清凉 体彩关爱入心间
暑天来袭，酷热难耐，全国各地体彩人纷纷行动，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环

卫工人、交通警察、快递小哥等一线劳动者，同时也给困难群众送去丝丝凉意，献
上诚挚关怀。炎炎夏日中，体彩用暖心之举，使人们感受到一抹沁心的清凉。

喝了饮料，感觉不热了，
干活有劲了

“感谢洛阳体彩一直牵挂
着俺环卫工人，天再热，喝完
这瓶饮料也感觉不热了，干活
也有劲了。”在河南省洛阳市
伊滨区诸葛镇的10015体彩
实体店内，环卫队队长王志标
与7位环卫工人一起免费领
取饮料后，笑着说道。

日前，洛阳体彩在全市6
区9县同时开展中国体育彩
票“捐助环卫 爱心公益”活
动，洛阳各区县环卫工人到任
意一家体彩实体店通过扫码
登记，可免费领取1.45升植物
蛋白饮料一桶。捐赠数量为
15000桶，价值约27万元。

“环卫工们都很质朴，能
看出他们很开心，但他们说不
出高大上的话，就是一个劲儿
地笑着说‘谢谢，谢谢’。不
过，他们的笑容特别有感染
力。”10015体彩实体店内代
销者刘志立表示，自己可以将
洛阳体彩的关爱传递给环卫
工人，并且从事的体彩工作是
一项公益事业，让他感觉很自
豪。

毛巾擦汗，脸上干爽了，
夏天好过了

51岁的张萍在山东省淄
博市张店区从事环卫工作已
有六年多的时间，每到夏天，
顶着烈日在街上工作，常常满
头是汗。领到淄博市体彩中
心捐赠的毛巾、手套，张萍很
开心：“夏天干活流汗多，油腻
腻的感觉很不舒服。谢谢你
们捐赠这么多毛巾，擦一擦，
脸上就干爽了，夏天就好过
了。你们捐赠的手套可以保
护我们的双手不被划伤，不起
茧子，都很实用。”

“关爱环卫工人”活动由
淄博市体育局、淄博市体彩中
心于2016年起举办，如今已
连续开展5年，此次爱心捐赠
活动，向张店区环卫工人们捐
赠了毛巾、手套等价值14000
多元的劳保用品。

2011年以来，淄博各体
彩实体店设置“环卫工人爱心
歇脚点”，张萍说：“遇到下雨
的天气，经常有体彩实体店的
销售员叫我们进去躲雨，还说
体彩实体店就是环卫工人的
歇脚点，让我们不要客气，随
时都可以来。体彩一直关心
着我们，真的很感谢。”

进店歇歇，腿脚不累了，
心情舒畅了

7月10日，浙江舟山的天
气格外闷热。定海区69560
体彩实体店内，多位环卫工
人、快递小哥、救援队员正在
店内休息。环卫工人李树昌
一边喝着冰镇矿泉水一边说：

“天气太闷了，到体彩实体店
歇一歇，吹吹空调，喝杯冰水，
真舒服。这一歇，身体不乏
了，腿脚不累了，心情也舒畅
了。太感谢体彩了！”

69560 体彩实体店代销
者汪满金在售彩之余，也不忘
招呼大家：“桌上有茶叶，冰柜
里还有冰镇的水，大家随便
取，不用客气。”汪满金介绍，
店里的矿泉水是舟山体彩为

“夏季送清凉 公益一瓶水”公
益活动定制的，本次总计定制
30000瓶，已在面积和人流量
大的体彩实体店安排投放，供
过往的环卫工人、创城志愿
者、外卖小哥等高温作业者饮
用。

2019年，浙江体彩驿站
公益项目启动，汪满金的实体
店成为第一批驿站。店内微

波炉、冰箱、饮水机、血压计、
药箱、雨伞、针线包等设备齐
全，为附近社区居民、执勤警
察、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员等
提供便民服务。环卫工人们
如果从家带午饭，可以放店里
的冰箱中冷藏，吃的时候再用
微波炉加热。李树昌说：“体
彩驿站让我们感到就像自己
的家一样。”

穿上新衣，身上凉快了，
心里暖和了

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创
业村贫困户于春荣穿上印有

“中国体育彩票”标识的短袖
衣服，笑得合不拢嘴，“谢谢你
们什么事情都想着我们，穿上
你们送来的夏季衣服，我身上
凉快了，心里暖和了！”

于春荣的爱人患有智力
残疾，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他
的肩上，兴安盟体彩一直牵挂
着他，也牵挂着村里其他40
余家贫困户。为帮助他们清
爽度过炎炎夏日，兴安盟体彩
工作人员送来了夏季新衣服。

换上新衣服，于春荣显得
有些拘谨，他表示很喜欢胸前
的中国体育彩票标识：“看到
这个标识，就能想到体彩对我
的关怀，心里就是暖的。”

暑热难耐，用心送上丝丝
清凉。全国其他省市体彩也
在积极开展送清凉活动，新疆
各地体彩携防疫物资、防暑用
品、清凉饮料慰问交警、环卫
工人、社区工作人员，吉林通
化体彩为城管支队捐赠100
箱矿泉水，福建永安部分体彩
实体店在门口为过往的人们
免费提供茶水……当这些实
用的防暑物品送到人们的手
中，来自体彩的关爱也随之进
入大家的心坎，给炎热的夏日
带来怡人的清爽。 中体

7 月 13 日 大 乐 透 第
20062期开奖，当期开奖号
码为 01 05 14 23 31 +
02 07。来自濮阳的王先生
（化名）投入20元，以一张前
区3胆5拖+后区2拖的胆拖
票，共中出四等奖4注、六等
奖6注，单票擒奖13200元。

7月 14日下午，中奖者
王先生持中奖彩票来到河南
体彩濮阳分中心兑奖。据介
绍，王先生是一位自由职业
者，购彩十多年，堪称体彩忠
实购彩者，体彩大乐透上市

至今始终坚持购买，期期不
落。多年来，他根据自己的
经济状况，在不影响家庭的
情况下，让购买体彩大乐透
逐渐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
分，即便再忙也会抽时间购
买。

王先生对各种投注方式
都非常熟悉，近两年，复式和
胆拖则是他运用最多的投注
方式。本张中奖彩票就是他
采取胆拖投注方式购买的，
没想到竟然中奖了。

河体

坚持购买
胆拖投注收获万元奖金

2倍错打成20倍
误打误撞擒获2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