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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0

每注金额
5236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020085期中奖号码
4 10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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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032元，中奖
总金额为207298元。

中奖注数
1 注

378 注
5977 注
390 注
365 注
28 注

0 元
11712 元
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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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7 19 21 23 24 27 09

第202003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2 注
6 注

34 注
181 注
424 注

1917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13 注

170 注
591 注

5195 注
11535 注
58696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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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358元。

中奖注数
676 注
537 注

0 注

中奖号码：3 3 6
“排列3”第20084期中奖号码

5 6 7
“排列5”第20084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36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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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球一区 二区 三区

红色球号码
双色球近期中奖号码分布图

5月9日，福彩3D游戏第
2020081期开出奖号148，武
威幸运彩民精准倍投，中得
90 注直选，获得奖金共计
9.36万元。

5月11日，中奖彩民胡先
生前来兑奖，让人意外的是他
神情安详，心态平和，并没有
像大多中奖彩民一样欢喜之
情溢于言表。与胡先生交谈
中，他才道出其中原因，购买
彩票5年间，他特别喜欢3D
游戏，借助于对数字的敏感，
他几乎年年都会中大奖。

“凡事都要用心，我平时
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工作之余
的爱好就是看看号码走势图，
感觉好的时候就会多买一点
儿，自己也不是每期都买，平均
下来每次不超过50元。”在分
享他的购彩经历时，胡先生说，
购彩要保持好心态，理性购买。

好运无独有偶。日前，中
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
2020028期开奖，遵义一彩民
凭借一张10元机选票，中得
双色球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

高达746.54万元。开奖次日
下午，中奖彩民姜女士夫妇二
人，现身领奖。

据了解，姜女士是位老彩
民，已购彩多年，平时也喜欢
研究双色球的玩法，小奖经常
中，但从未中过大奖。尽管如
此，姜女士从不气馁，她认为
就算没中奖，也可以当作自己
在为公益出一份力。

姜女士介绍说，她此前并
没有追过号，这次追号首先是
因为当期销售即将结束，自己
来不及选号，其次就是还抱了
一种侥幸心理，平时听说过不
少关于追号中得大奖的彩民
故事，她希望自己也能收获如
此好运，结果自己追号第二期
就中大奖了，真是非常幸运。

姜女士表示，购彩要有良
好的心态，毕竟买彩票、中大
奖是一件小概率的事，而做公
益是人人可为的事。希望彩
民朋友们都能少投入，多参
与，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做一
个健康快乐的购彩者和公益
行为的参与者。

河南福彩“送红包”活动即将登场
5月16日起，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赢取红包

为回馈河南彩民对福
利彩票公益事业的支持，
2020年5月16日起，连续3
天，河南福彩开启“答题赢
红包”活动，参与答题和分
享，红包等您来拿。

活动期间，参与者需关
注“河南福彩”微信公众号，
点击“答题活动”菜单进入活
动页面，答题无时间限制，答

对3题即可进行抽奖；如果
未答对3题，可点击“再答一
次”，每天每人有3次答题机
会，将有机会赢取现金红包。

在“抽奖”环节，点击抽
奖后，中奖者进入领取红包
页面，领取后可在“我的奖
品”中查询；未中奖者，可点
击“分享”获得答题抽奖机
会。可谓是“分享越多，机

会越多”，期待每位参与者
都能收获好运。

答题迎惊喜，好运不间
断，河南福彩“送红包”模式
即将火热开启。同时，5月
18日还将开启河南“福彩双
色球，每周送汽车”活动，届
时购买双色球，就有机会收
获汽车大奖，赶紧准备参与
吧，更多惊喜等您来拿！

5月 7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20034期开奖，当期
开出红球号码为 02 08
15 16 26 32，蓝球号码
为03。当期全国共开出一
等奖11注，河南1注，单注
奖金额678万元。

据悉，河南这注双色
球 大 奖 出 自 周 口 市
41770541 号投注站，单式
投注，投注金额4元，中奖
金额 678万元。5月 11日
上午，省福彩中心兑奖厅

迎来了这位来自周口的大
奖得主张先生。“恭喜您
啊！彩票开市后，我省第
一注双色球一等奖被您斩
获！”兑奖厅工作人员向前
来兑奖的张先生道喜。“真
的是很开心，太幸运了！”
张先生笑容满面。

据了解，张先生是福
彩的老彩民，一直有购买
中国福利彩票的习惯，谈
及此次中奖经历，张先生
感慨道：“我一直都会购买

福彩，一直都知道福利彩
票是公益彩票，支持国家
公益事业，义不容辞。这
次中奖的这组号码我一直
都在购买，就是一颗平常
心吧，当然这次收获大奖
真的是特别开心！”掩饰不
住的喜悦在张先生脸上蔓
延开来。

兑奖后，张先生表示今
后会一如既往支持中国福
利彩票，支持国家公益事
业。 豫福

单式投注 周口彩民喜领头奖
投注4元，命中双色球奖金678万元

双色球销售技能擂台赛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全
国福彩站点积极参与，热情
高涨。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周
比 赛 中 ，山 东 省 泰 安 市
37090243号福彩站获得本
周销量全国冠军，安徽省马
鞍山市 34050040 号福彩
站、广西南宁市 45012034
号福彩站分别获得亚军和季
军。

“红蓝大行家，我来争百
佳”，按照“每周入围奖不重
复获得，采用顺序递补原则

入选”的活动规则，截至目
前，全国已有930个福彩站
点获得“全国百佳双色球销
售之星入围奖”、930个福彩
站点获得“全国双色球成长
之星入围奖”。

在全国福彩销售站的共
同努力下，“双色球”销售技
能擂台赛第三周，即双色球
第2020033期、第2020034
期、第 2020035 期，全国福
彩销售站点共销售双色球
10.33亿多元，环比此前一周
增长4.3%，为国家筹集公益

金3.71亿多元，所筹集公益
金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不足、扶贫、文化、支
持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建设和维护、教育助教助学、
发展残疾人事业、“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等社会公益
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

距离 5 月 17 日“双色
球”销售技能擂台赛结束倒
计时4天，高手齐聚谁能最
后一周入围争夺全国“百
佳”？我们对全国福彩站点
都充满期待。 中彩

双色球销售技能擂台赛第三周赛况：

入围名单出炉 大赛进入倒计时

双色球
开出3注千万头奖

5月 12日晚，中国福利
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0036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
码为07、09、16、22、24、32，
蓝球号码为06。

当期双色球头奖3注，单
注奖金为1000万元。这3注
一等奖花落3地，辽宁1注，
河南 1 注，广西 1 注，共 3
注。二等奖开出104注，单
注金额20万多元。当期末等
奖开出1091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3∶
3，三区比为2∶2∶2；奇偶比为2∶
4。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重号
24；两枚隔码16、32；三枚斜连
号09、24、32；一组奇连号07、
09；一组偶连号22、24；一组同
尾号22、32；蓝球则开出06。

当期全国销量为3.46亿
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
额为9.44亿多元，下期彩民朋
友仍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
元。 中彩

理性购彩
两彩民接连迎来好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