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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4162期

单注金额
1000元
320元
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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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714元，中奖总金额为1495165元。

中奖注数
1093注

0注
2240注

中奖号码：587
“排列3”、“排列5”第14162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5686注
0注

8982注

1000元
320元
160元
10万元排列5 86注

729

72919
排列3投注总额15035574元；排列

5投注总额8769114元。

每注金额
270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4162期中奖号码
02 08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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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956元，中奖
总金额为332479元。

中奖注数
17注

1054注
12118注

537注
655注
41注

福彩3D第163~165期预测
计划：胆4或6，参考三四期。
四码包含一码或两码：2、3、4、6。
分解式：2346—015789。
两码不宜同组：01、89、46、19、57。
比较看好的两码组合：04、14、48、

49、16、26、08。
跨度：3、4、5、6、7。
比较看好的和值：7、8、9、11、12、13、

14、15、16、18、21、22。
不定位组选试荐：047、055、056、

066、067、077、115、116、117、118、145、
156、158、166、167、168、177、178、249、
256、349、356、358、366、367、447、448。

双色球第070期预测
红球试荐：02、04、09、14、18、19、20、

21、22、23、24、30。
蓝 球 试 荐 ：02、03、04、05、13。

徐新格

专家荐号

第14070期大乐透开奖号码为“01、02、
07、10、32 +04、12”，可以看出前区冷号在本
期逆袭，除了号码“07”是近期热号，在遗漏4
期之后再次开出以外，其余4个号码都是超
级冷号，号码“01”此前遗漏18期，“02”遗漏

15期，“10”遗漏12期，最冷的“32”此前连续
31期没有开出，这4个冷号本期同时现身。

后区“04、12”都是近期的温号，此前分
别遗漏6期和4期。此外，这也是后区全偶组
合在空开7期之后再次开出。

再开2注1000万头奖

大乐透奖池涨至6.69亿
6月 18日晚，

第14070期超级大
乐透再次开出两注
千万头奖，北京和
河北彩民分获一
注，令人遗憾的是，
两位彩民都未追
加，错失几百万元
奖金。而在本期开
奖后，大乐透奖金
继续攀升 1100 万
元 ，达 到 6.69 亿
元，再创历史新高！

冷号重磅来袭

虽然本期大乐透开奖冷号较多，依然无
法阻止连续八期开出头奖，来自北京和河北
的幸运彩民分别收获一注千万元头奖。数据
显示，河北的大奖是一张252元的“9+2”复式
票，除了中得一注头奖，还收获20注三等奖、
60注四等奖、40注五等奖和5注六等奖，总
奖金达到1006万元。北京的头奖是一张10
元5注的单式票，其中一注击中头奖。

自6月2日以来，大乐透在6月已经进行
了8期开奖，期期都有头奖开出。这8期共开
出头奖19注，全部是千万及以上大奖。

此外，本期还开出57注二等奖，每注奖
金为11.9万元，其中有10注是追加投注，每
注多拿到7.1万元奖金，每注追加二等奖的奖
金达到19万元。

在这个火热的六月，大乐透的“热度”也
随之升温，大奖不断出，激起彩民一波又一波
的购买热情。尽管本期开出2注1000万元
头奖，不过开奖后，大乐透奖池资金继续上
涨，达到6.69亿元的历史新高，足足可支持开
出133注500万元头奖。

河体

现在的年代，5块钱能干什么？10
块钱能干什么？现在告诉你，只需2块
钱，就有斩获双色球大奖的机会。这位
彩民，就是2014046期用10元单式票
斩获双色球二等奖14万元的幸运者。

据了解，该彩民姓刘，是南宁本地
人，现在在靖西做生意。几年前一个机
缘巧合接触了双色球游戏，每期都会买
上几十元双色球当娱乐。一直以来都
是小奖不断，久而久之双色球变成了他
的生活调味品，他非常享受购彩过程中
的乐趣。在双色球第2014046期开奖
日下午，他赶时间回南宁和家人团聚，
开车路过投注站时就停车下去机选了
几组号码。开车回来的路上左眼皮一
直跳，他还开玩笑眼皮连续跳了好多
天，自己今晚肯定能中大奖。回到家后
也就没把当天买的彩票当回事，直到去
外地出差回到广西，他整理行李时发现
钱包里有前段时间买的彩票，他拿出彩
票查看，得知自己中得双色球14万元以
后非常开心。 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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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6408元
6573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河南
中奖注数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 344427596 元，其中河南省投注额为
12883896元。奖池累计金额 144097840元。

红色球
11

蓝色球
19 12 05 30 17 25

第2014069期

0注
7注

75注
3647注

57471注
478073注

全国
中奖注数

10注
218注

2770注
107270注

1672199注
12992624注

千万大奖出不停 奖池又有新突破

6月 11日，周口项城
彩民赵先生夫妇，来到周
口体彩分中心办理兑奖手
续。一进门，赵先生就直
喊：“亏了，亏了，太亏了！
错1个号，2000万变成了
30万！”

原来，6月 9日晚，大
乐透第 14066 期开奖，当
期全国中出2注头奖，单注

奖金1500万元（含派奖奖金），遗憾的是两注
头奖均未追加投注，分别少得奖金500万元。
而我省周口彩民中得二等奖1注且进行了追
加，却因一号之差，错失2000万巨奖。

赵先生边说边卸掉手机外套，从里面拿
出一张彩票。工作人员直呼其保安工作做得
相当到位。不过，当工作人员验票时却发生
了小意外，终端机提示：大奖彩票，请到省中
心兑奖！原来，该彩票共中得二等奖1注，
单注奖金19.95万元，二等奖追加1注，单注

奖金11.97万元，累计奖金31.92万元，超过
分中心兑奖权限，需要到省体彩中心兑
奖。

孙海永

他乡彩民

中奖故事

周口彩民中取大乐透二等奖

一号之差 2000万变成了30多万

广西彩民
中双色球14万
称中奖前眼皮一直跳

有奖 选登微征文

我喜欢自己简单的生
活：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休息闲暇时就去买幸运
彩。我最中意幸运一玩
法，因为它简单，就0、1、2
三个数字，选号简单，中奖
率也高，虽然奖金少，但可
以倍投，号码选对时一天
赚个几百元不在话下。
我的选号方法很简单，看

开奖图表，连续6期以上没出
的号码必选，10期内出够5次
的号码不选，不温不火的号码
多考虑。我摸索的规律，屡试
不爽，有时几十分钟赢个小百
十块也是常事。 福彩扶老助
残公益性很强，面对彩票，我
参与，我奉献，我快乐，就足够
啦！

简单生活 快乐购彩
注：本次奖金设置为：一等奖1名，
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
1500元。三等奖 3名，奖金 800
元。优秀奖10名，赠2015年全年
期大河报一份。凡参加征稿活动
并成功上传原创稿件的彩友，均可
获得大豫网彩票频道赠与的10元
彩金。投稿方式为：1.扫描二维
码，注册后上传稿件。2.登录大豫
网彩票频道，注册上传稿件。牛玉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