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票开奖★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20060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0年4月1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7861000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125428元
本期开奖号码：4 9 0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911191.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全国中奖注数

5193注

0注

31808注

本地中奖注数

28注

0注

118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20年4月1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376398元
本期开奖号码：4 9 0 4 1

本期中奖情况(第20060期）

奖等

一等奖

396958117.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中奖注数

60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60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20年4月1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872324元
本期开奖号码：9 3 3 9 2 9 4

本期中奖情况（第20026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1501106.9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中奖注数

1注

12注

102注

1144注

16796注

211336注

229391注

每注奖金
（元）

5000000

24316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5000000

291792

183600

343200

335920

1056680

721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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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25 期前
区开出号码“02、14、21、22、26”，后区开
出号码“05、07”。本期通过 2.90亿元的全
国发行量，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04亿
元。

本期全国共中出 5 注一等奖，单注奖
金为 1000万元，分落山东（2注）、福建、河
南、云南。

数据显示，山东中出的 2注 1000万元
一等奖全部出自泰安一体彩实体店。中奖

彩票为一张经 2倍投注、5注号码、20元投
入的单式倍投票，单票擒奖2000万元。

福建中出的 1000 万元一等奖出自厦
门，中奖彩票为一张 6+3 复式票，单票擒
奖 1033万元。

河南中出的 1000 万元一等奖出自平
顶山，中奖彩票为一张 7+3 复式票，单票
擒奖 1035万元。

云南中出的 1000 万元一等奖出自红
河，中奖彩票为一张 16+2复式票，单票擒

奖 1031万元。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

注，本期来自上述四地的幸运购彩者，在
单注一等奖方面，均少拿了 800万元追加
奖金，从而无缘单注 1800 万元追加封顶
一等奖。

二等奖开出 81 注，每注奖金为 15.86
万元；其中 21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 12.69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 28.55万元。

三 等 奖 中 出 203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10000 元。四等奖中出 735 注，单注奖金
为 3000元。五等奖中出 16349注，单注奖
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26431 注，单注
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32081 注，单
注奖金为 100元。八等奖中出 813205注，
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 8446162
注，单注奖金为 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14.42亿
元滚存至 4月 20日开奖的第 20026期。

大乐透第20025期开出5注一等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1.04亿元

四月天气回暖，扬帆再起航的体彩
大乐透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与欢
乐！4 月，截止到第 20022 期，体彩大乐
透进行了 5期开奖，共开出 17注一等奖，
其中 10 注为千万元以上大奖（含追加奖
金），一等奖期均奖金超千万元，期均筹
集公益金 8975万元。与 3月相比，4月大
乐透一等奖期均奖金和单期筹集公益金
金额都呈现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态
势。值得一提的是，体彩大乐透在第
20022期单期筹集公益金破亿元！

除了大奖频出，体彩大乐透还有惊
喜值得期待——根据往年经验，体彩大
乐透可能会在近期迎来派奖活动，届时
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期待一：
2020年派奖参与门槛低

体彩大乐透上市 13 年以来，共开展
过 10 次派奖活动，在近年来的派奖活动
中，购彩者参与门槛从未超过 3 元（追加
投注），可谓是绝对“亲民”，这样接地气
的派奖规则也让受惠的购彩者人数逐年
增多。这也是体彩一直倡导的“多人少
买”的购彩理念，参与人数多一点，每个
人的购彩金额少一点，让更多人参与到
这项国家公益事业当中。

我们期待，2020 年的大乐透派奖活
动将更加“亲民”。

期待二：
一等奖与固定奖奖金成色更足

新规则实施后，仅有浮动奖参与追
加投注奖金分配，且追加投注奖金分配
比例由 60%提升到 80%，最高奖金由原
来的 1600 万元增加至 1800 万元；奖级由
原来的 6 个增至 9 个，一、二等奖为浮动
奖，三等奖至九等奖为固定奖级；大多数
中奖条件对应的奖级中的固定奖金得以
提升。

体彩大乐透自 2019 年 2 月 18 日（第

19019 期）开售新规则正式实施，至 2020
年春节休市（第 20009 期）前，累计开奖
141 期。其间，体彩大乐透一、二等奖中
出的数量和奖金成色都有所增加，特别
是开出的 4个亿元大奖，更是一大亮点。

2020 年的体彩大乐透全国大派奖活
动，与以往相比，将让购彩者更深刻地感
受到一等奖奖金更高、固定奖奖金成色
更足的中奖体验，体会到大乐透游戏的
独特魅力。

期待三：
派奖让更多人受惠

2017年“5亿元大派奖”期间，累计开
出 122 注头奖，其中千万大奖 65 注。单
期开出 10 注以上头奖共有 4 期，分别为
第 17047期 17注、17049期 11注、17060期
14注、17063期 11注。

2018 年“6 亿元大派奖”期间，96 注
头奖分享 2 亿元一等奖派奖奖金，5728
万人次分享 3 亿元固定奖派奖，2913 万
人次感受到首次“乐善奖”派奖带来的欢
乐。

历年派奖都是体彩感恩、回馈购彩
者的时机，派奖期间这一个个奖项也让
广大购彩者过足了瘾。

我们有理由期待，2020 年大乐透派
奖活动的回馈“方式”再度创新，让更多
人受惠，给更多的购彩者带去惊喜和欢
乐！

今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体育彩票经历了“史上最长休市期”，没
有开奖，购彩者不能购彩。随着全国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3 月份，全国多地
体彩陆续开市，众多“乐透迷”第一时间
直奔体彩实体店，体验了久违的购彩乐
趣。

更值得期待的是，如果体彩大乐透
派奖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如约而
至，必将带来更多惊喜与欢乐，让我们一
起拭目以待！

大乐透更多惊喜值得期待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体彩也于上个月迎来了开市。许许多
多热爱和支持体彩的人，终于可以走进
体彩实体店，再度体验购彩的乐趣。一
张小小的体育彩票，不仅给千篇一律的
生活增添了一份幸运和期待，更是通过
点滴奉献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越来
越多的购彩者，把购彩当作生活中的一
味调味剂和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在许许多多的购彩者中，我们也经
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奖是好事，不中
奖就当是做公益。”为这些健康心态的
购彩者点个赞。

近年来，体彩通过全方位的宣传，积
极引导购彩者以正确健康的心态参与到
体彩当中来，参与购彩本身是件好事，但
以下四种心态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警惕。

“一夜暴富”心态

看着中得一等奖的新闻，难免觉得
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机会“一夜暴富”手
握千万奖金，畅想着未来的幸福生活该
如何描绘。的确，参与购彩的每个人都
有中奖的可能，但这样的机会毕竟得之
不易，“暴富”心理往往会让人越陷越
深。理性购彩控制自己的冲动行为，你
才是生活的主宰。

“报复消费”心态

“终于开市了，又能购买钟爱多年

的彩票了！这次我得多买一些。”这样
的声音不绝于耳。“请及时停下来！”切
莫认为购买彩票的数量越多，中奖概率
就越大。每次中奖概率是不变的，并不
会因为你的“报复性消费”，就能增加你
的中奖概率，所以，购彩之前，最好设定
一个合理的购彩金额，及时收手，保持
理性。

“冲动消费”心态

本来已经想好如何规划“购彩节
奏”，但当你走进体彩实体店时，见到喜
爱的彩票，难免头脑一热，久未谋面的
好友就在身边，出于对体彩的喜爱，也
许会建议你多买一些，此时，需提醒自
己保持头脑清醒。

中奖与否全凭运气，头脑一热并
不能增加你的中奖概率，且朋友的“随
便说说”也不会有任何决定性作用，抑
制“冲动消费”心态，做冷静购彩者。

“过度沉迷”心态

工 作 、生 活 是 我 们 日 常 的“ 主
力”，而购彩只是我们的乐趣之一，它
可以成为生活与工作之间的插曲，但
它既代替不了你的生活，也不是你的
事 业 ，购 彩 应 合 理 规 划 时 间 ，切 勿 沉
迷其中无法自拔，体验购彩固然乐趣
多 多 ，但 一 定 要 记 住 ，最 美 好 的 还 是
生活本身。

购彩切记要理性
四种心态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