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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1

每注金额
19605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60期中奖号码
2 4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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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240元，中奖
总金额为177388元。

中奖注数
3 注

298 注
4941 注
186 注
257 注
24 注

1150680 元
22386 元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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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2006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 注
11 注

349 注
823 注

11474 注
14078 注

12296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6 注

16 注
260 注
326 注

2966 注

06 08 14 20 25 29 30 23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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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586元。

中奖注数
181 注

0 注
665 注

中奖号码：5 9 3
“排列3”第20159期中奖号码

4 8 1
“排列5”第20159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68期中奖号码

前区15 20 23 26 33后区02 08

4 8 1 1 7

小彩票，大惊喜！用这
句话形容超级大乐透购彩者
再合适不过，尤其是下面这
位称得上“新人”的大奖得
主。

7月 22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20066期开奖，安徽一
位年轻购彩者凭借一张9元
追加票，击中二等奖1注，累
计奖金高达124.5万元。次
日，中奖者赵先生（化姓）携
同家人一起现身安徽省体彩
中心领取大奖。

当工作人员询问其购彩
经历时，年轻的赵先生显得
有些“不好意思”，说道：“我
对彩票不是很懂，别说上面
选号技巧了，大多数时候我
都是机选号码，有时候路过
彩票店就会买点。”

据悉，赵先生前不久刚
开始买彩票，并没有固定的
购彩习惯。购彩当天他正好
约了朋友一起吃饭，路过体
彩网点的时候就想起来买上

几注彩票，正好口袋里有20
元零钱就机选了几张大乐
透。

至于中奖票上所选的号
码是赵先生上周机选留下守
号的，在听取业主的建议后
还追加倍投的。说起这一号
之差的遗憾，他表示当时有
过瞬间犹豫，想着要不要改
一下后区号码，最终还是坚
持了原来的选择。

尽管如此，赵先生毫无
错失巨奖的感觉，一直对追
加赞不绝口：“能中奖就已经
很幸运了，这样我还有上升
的空间嘛！说不定下次来就
是一等奖了呢！”

领奖过后，赵先生兴奋
地表示：“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特意带着家人一起来的，
想着接下来全家人一起好好
享受下生活！”在切实收获到
大乐透追加好处的同时，他
表示未来还要坚持下去，一
定要追加！ 中体

7月 17日，体彩排列5
第20149期开奖，开奖号码
为：33494。新乡市购彩者
汪先生（化名）喜中1注排列
5，收获奖金10万元。

兑奖时，汪先生告诉工
作人员：“我刚买体彩排列5
有三个月时间，平时都是用
定位复式投注。但是这次下
意识地觉得这两组号肯定有
1注能中，所以这2组号各买
了1注。”

当天晚上开奖后，汪先

生关注开奖结果，中奖号码
是33494，幸运降临，真的中
了10万元的大奖。第二天
一大早，汪先生就来到河南
体彩新乡分中心进行了兑
奖，并分享了他的幸运经
历。

汪先生表示，体育彩票
给他带来了好运，增加了他
的自信心，今后会继续支持
体育彩票，多多献爱心，为社
会公益事业做贡献。

无独有偶，7月 19 日，

体彩排列 5 第 20151 期开
奖，开奖号码为：80045。商
丘市永城购彩者张女士（化
名）中得体彩排列5奖金10
万元，令亲朋好友们羡慕不
已。

张女士是中国体育彩票
的忠实粉丝，特别喜爱排列
玩法，每期都会对排列3和
排列5进行投注，说起本次
中奖经历，张女士用“运气”
概括了自己的中奖心情。

原来，张女士在来体彩
店投注之前，恰好接到一个
骚扰电话，当时感觉非常生
气，后来到彩票店，就用745
这几个号码进行组合投注排
列5。

张女士说，当时就觉得
“气死我”了，所以就分别用
75和45作为首选号码进行
了组合投注，分别打了几张
直选组合复式票。没想到一
个戏谑的想法，竟然成就了
10万元奖金。张女士自己
也觉得实在是赶上了好运
气。

幸运降临 他们收获体彩大奖
新乡、商丘购彩者喜领排列五奖金1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胡燕军 刘波

“谢谢你们大老远来看
我，感谢河南体彩的关怀。”
走进抗战老兵金鑑老人的家
中，已经92岁高龄的老人精
气神很不错，不断挥手向大
家打招呼。

7月22日上午，河南体
彩中心第四党支部洛阳党小
组全体党员、积极分子和体
彩代销者党员代表，在河南
体彩洛阳分中心主任屈宏海
带领下，一同到伊川县高山
乡坡头村，看望抗战老兵金
鑑老人，为他送去慰问和祝
福。虽然连续多日阴雨绵
绵，但大家的热情丝毫不减，
一起聆听抗战故事，共忆峥
嵘岁月，向老兵致以崇高的
敬意。

金鑑老人紧紧握着体彩
志愿者的手，不断地表示感
谢。屈宏海主任详细询问老
人的生活、身体状况以及家

人情况，并给老人送上2000
元慰问金，以及大米、面粉、
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

每当提起过往，金鑑老
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小时候
家里贫困，自己就跑出去参
了军。”他回忆道。15岁那
年他参加了当时在龙门口驻
扎的第一战区直辖之独立第
五旅六一四团三营八连，抗
战期间参加了豫中会战和豫
西会战。据“关爱抗战老兵
豫西群”志愿者介绍，解放后
金鑑老人生活波折，先是回
到家乡伊川务农，后赴甘肃
省白银市短暂工作，然后再

次回到家乡务农至今。
如今老人虽然年事已

高，但是仍然清楚记得当年
征战的往事。“电视剧里演的
一些场景我都见过，那些战
争都是我亲身参与的战争。
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老兵，太
感谢大家了。”墙上镜框里张
贴着老人军旅生涯的照片，
铭记着一段段历史。

据悉，河南体彩洛阳分
中心“慰问抗战老兵”公益活
动已连续开展多年，共慰问
抗战老兵30余人次，送上慰
问金、慰问品等价值3万余
元。 河体

坚持公益初心 建设责任彩票

洛阳体彩分中心慰问抗战老兵

犹豫瞬间错失千万
新手彩民表示
“能中奖很幸运”

新乡购彩者中奖彩票 商丘购彩者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