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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投注 他们同期揽大乐透头奖
周口、郑州购彩者分别喜领奖金575万、577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8月5日晚，体彩大乐透第20072期爆出
22注一等奖，我省中出12注基本投注一等奖，分
落商丘、郑州和周口三地。

守号碰运气
“6+3”复式捧回大奖

8月 6日一大早，周口郸
城购彩者王先生来到河南省
体彩中心领奖，他的中奖彩票
是一张6+3复式票，花费36
元，出自周口市郸城县福厚街
中 央 公 馆 门 口 东 10 米 的
4116250049体彩实体店，中
得1注一等奖、2注二等奖、5
注四等奖和10注五等奖，总
奖金575万元。

王先生介绍，五六年前他
在朋友的影响下开始购彩，体
彩的几种玩法都有尝试过，但
最喜欢的还是大乐透。“买彩
票就是我平常的一个爱好，下

了班去彩票店看看号码，买几
注就当放松了。”

“以前我买单式居多，最近
河南体彩的活动，买大乐透‘6+
3’如果不中奖，可以获赠6元的
下期彩票，所以近期我都是买
这种小复式。”王先生说，中奖
的这组号码是他看走势精心研
究出来的，守了三期之后也没
有中奖，想要放弃但内心又有
点不甘心，想着再打一期碰碰
运气吧。“多亏我坚持了一下，
换回了现在的大奖”。

开奖当晚，王先生守着电
视看开奖，当奖号一个一个开
出来的时候，他的心也跟着一
点一点紧张起来，结果号码全
部命中。“中了！中了！”王先

生激动得一夜都没睡好，决定
赶紧兑奖，大奖落袋为安。

看推荐看走势
“7+3”复式收获头奖

周口大奖得主前脚刚走，
河南省体彩中心又迎来了大
乐透第20072期一等奖得主
郑州购彩者李先生，他的中奖
彩票是一张7+3复式票，花费
126元，出自郑州市二七区淮
河路与大学路向南100米路
东的 4119030461 体彩实体
店，中得1注一等奖、2注二等
奖和多注固定奖，总奖金577
万元。

据了解，李先生购彩三
年，是体彩大乐透的铁杆粉
丝，说起购彩经验，冷热号、遗
漏、杀号……李先生打开了话
匣子。“每次买之前，我都会花
几个小时研究号码，先看看网
上一些大咖、博主的推荐，再
看走势图，最后结合自己的经
验选出投注号码。”

“昨天晚上，我在手机上
查询就知道自己中奖了，刚开
始真的有点小激动，跟我爱人
说了这个好消息，她也很开
心。”李先生说。

激动过后很快就平静下
来，他仔细想想，以前也期望
过憧憬过中大奖，现在大奖真
的来了，生活还得照常过。于
是夫妻俩决定先领奖，然后再
商量如何使用这笔奖金。

自选守号
彩民好心态迎来惊喜
一张复式票助他收获双色球大奖630万元

8 月 2日晚，双色球第
2020071期开出头奖12注，
江苏镇江彩民邢先生，凭一张
花费28元的“7+2”自选复式
票中得大奖，奖金合计630万
多元。

大奖得主邢先生是福
彩双色球的铁杆粉丝，他在
十年前接触到双色球之后，
感觉很有意思，便时常到附
近福彩站买上几注。“反正
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买买彩
票挺好。我的目的并不是
奔着中奖去的，重在参与这
项公益事业，所以‘得之坦
然、失之淡然’。”

邢先生购彩有个习惯，
总是在开奖日当天购彩，跟
着感觉选号。随着对双色
球玩法越来越熟悉，他对复
式投注愈加偏爱。加上他
现在生活条件不错，平时没
什么压力，通常每期花个三
十来块钱购彩。

这次中奖的号码，就是
邢先生结合家人生日自己

选的，已经守了两年。周日
下午，他照旧继续购票守
号，不成想非常好运即将降
临身边。当晚十点多，邢先
生躺在床上困意连连，突然
听到手机短信声音不断，就
顺手拿起来瞄了几眼，发现
彩友交流群里十分热闹。
原来，福彩站站主把当期双
色球开奖信息发群里了，说
是有人中了大奖。

他再定睛一看，这号码
真的太熟悉了，立刻喊妻子
把衣服里的彩票拿过来，经
反复核对后，才确信中了大
奖。激动了好一阵子，夫妻
俩商量好第二天一早领奖。

邢先生夫妇表示，虽然
中得了双色球大奖，但是不
会因此改变原有的生活规
律，该上班上班，踏实过好
上有老下有下的平淡日
子。同时，他们还主动提出
捐赠两万元爱心款，希望把
福彩倡导的公益精神进一
步传播给更多的人。中彩

改变投注思路
收获幸运奖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张秀峰

7月23日下午，河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许昌分
中心兑奖大厅迎来了幸运
购彩者王先生，他用一张6+
3 复式票擒获大乐透奖金
3.15万元。

王先生来自许昌禹州，
是体彩大乐透的忠实粉丝，
每次购买体彩大乐透都是
采用机选5注的方式，这次
改用 6+3 复式投注方式。
正是由于这个小复式投注，
帮助他中得了3.15万元的
奖金。

王先生说，中奖当天他
像往常一样来到体彩实体
店购买大乐透，代销者向他
详细介绍了河南省体彩的

“乐透一夏”派奖活动。活
动期间，凡在河南省内，采
用6+3投注方式购买大乐

透复式票（含追加，多期票、
胆拖票不参与本次活动，以
下同），若中奖，则可正常获
得游戏规则规定的中奖奖
金；如果未中奖，则下期可
获赠6元大乐透彩票；采用
8+3投注方式购买的大乐透
复式彩票，若中奖，除正常
获得游戏规则规定的中奖
奖金之外，还可额外获赠该
张彩票票面投注金额50%
的大乐透彩票。

听了代销者的介绍后，
王先生就改变了以往的投
注思路，购买了一张6+3复
式票。没想到，就是这么一
个小小的变化，竟给王先生
带来了幸运，一举揽获3注
三等奖、15注四等奖，奖金
合计31500元，收获了乐透
大奖，也体验了夏日惊喜。

“燃动中国”全民健身嘉年华火热来袭

入驻西安全程现场直播

第十二个全民健身日到
来之际，作为“点亮健康中国”
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燃动
中国”全民健身嘉年华将携万
众期待火热来袭。本场全民
健身嘉年华以燃动中国为精
神内核，以健身运动为内容主
轴。众多兼具娱乐、互动性的

运动器械将会入驻西安时尚
潮人的聚集地老城根G park
水晶广场，各种竞技类游戏也
将陈列于此，8月8日当天，更
有奥运冠军亲临现场，见证点
亮健康中国的闪耀时刻。竞
技体验、运动挑战、快闪活动、
激动人心的点亮活动轮番上
阵，活动现场还为参与者准备
了众多奖品，堪称“壕”礼。

为了让广大健身爱好者
共同感受活动现场的热烈与
激情，“燃动中国”全民健身嘉
年华将会通过6个新媒体客
户端进行全程直播，让更多人
观看到全民健身嘉年华的活
动盛况。

全民健身全国掀起热潮

6月 6日，中国体育彩票
官方微信小程序推出了“点亮
健康中国”互动活动。线下则
赋能体彩实体店，设置了众多
有趣的健身活动。广大健身
爱好者走进体彩实体店，用运
动化作“热力值”，为健康城
市、健康中国加油助力。

随着活动升级，打卡路径
也延伸到体彩公益金资助的
指定健身路径、运动场馆等场
所。据统计，截至7月28日，
仅广东省运动打卡人次就已
经超百万，率先在全国中国体
育彩票小程序“点亮健康中
国”板块达到三级亮度。中体

从国家体彩中心获悉，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天，“燃动中国”全民健身嘉年
华即将火热来袭。在西安时尚潮人的聚集地老城根G park水晶广场，来自全
国的“点亮健康中国”助力光芒将汇聚于此，再经这座千年古都照亮祖国大地。

每注金额
3629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70期中奖号码
9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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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844元，中奖
总金额为136672元。

中奖注数
2 注

173 注
4389 注

197 注
169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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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 07 11 13 27 29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005129 元
15543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8 注
129 注

1913 注
95278 注

1702038 注
9404409 注

0 注
8 注

92 注
4616 注

80364 注
407758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73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01229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5285118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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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7454元。

中奖注数
264 注

0 注
1169 注

中奖号码：9 4 2“排列3”第20169期中奖号码

1 2 2
“排列5”第20169期中奖号码

1 2 2 4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