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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荐号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5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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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8754元。

中奖注数
797注

0注
651注

中奖号码：982
每注金额

360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022期中奖号码
06 10 11 1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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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110元，中奖
总金额为284954元。

中奖注数
18注

814注
9862注

375注
475注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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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2598元
252855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408876968 元，全省投注总额：
15329428元，奖池累计金额：650777351 元。

红色球
09

蓝色球
02 08 03 21 01 31

第201501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7注
78注

1644注
87365注

1619368注
16572016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5注

39注
3088注

60052注
610263注

05
幸运蓝色球

幸运
二等奖 1250000元0注 4注

“排列3”、“排列5”第15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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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6注
0注

2186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21注

758

75894
排列3投注总额15720278元；排列

5投注总额9964128元。

福彩3D第023~025期预测

三期计划：1、3 至少出一个，
并且看好百位或十位出1或3。分
解式：1235—046789，前者四码至
少包含一码，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
号的可能性不大。直选垃圾复式：
123579/125789/04579，全小组合、
全质组合慎用。

重点考虑：百位235689，十位
234568，个位 012346。跨度推荐：
3、4、5、6、7、8。

和值推荐：07、08、09、10、11、
12、13、14、15、16、17。

不定位组选试荐：017、018、
029、035、045、058、116、129、136、
148、166、167、188、189、245、258、
259、289、345、346、358、378、456、
457、458。

双色球第011期预测

红球试荐：02、03、06、07、10、
14、17、21、22、25、31、32。蓝球试
荐：06、07、10、12、13。 徐新格

回望2014年体彩之最

大乐透亿元大奖引领彩市
作为一个上市

7年的大盘玩法，
超级大乐透一直以
领航者的姿态，带
领着中国体育彩票
不断创新发展。回
望 2014 年，大乐
透带给彩民的有惊
喜 ，也 有 遗 憾 。
2014 年 8 月 4 日
大乐透第 14090
期，山东淄博彩民
收获 4.97 亿元巨
奖，成为我国体彩
巨奖第一人。而
2014 年最大的单
次弃奖莫过于青海
大乐透1076万元
巨奖无人认领，这
些都成为2014年
体彩行业之“最”。

2014年最大的遗憾莫过
于青海1076万元大乐透奖金
因无人兑付而终成弃奖。这是

一张机选5注追加单式彩票，
青海省体彩中心曾通过多种形
式向社会发起“寻人启事”，但

中奖者始终没有现身，1076万
元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河体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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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
●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7、21、24版

汽车租赁

●奥迪A6L包月1503819966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轿车房车商务车88880812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设计施工

●效果图施工图预算55615204

●建筑规划设计13598866769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工程预决算13014599139
实战建筑培训
设计造价施工0371-86100753

装修装饰

郑州品尚展柜
专业珠宝柜.鞋柜.服装柜.
张经理18039110969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信息窗口

●粮工米面油：诚招各地经销

商，各大院校商超酒店粮库

专供。电话037161023888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光伏发电：可并网，可补助，

很牛气！ 15515770506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家佳美55518187保姆保洁

●保洁开荒地毯13027779355
●鑫马家政60923128专业保洁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疏通改管堵漏15136411356
●保洁保姆做饭钟点67715997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门头保洁地毯18538265598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66662288我爱我家
钟点工保洁卡打蜡地毯沙发

招商

●秒到账0.3POS机18603715350
●商品批发加盟4006440688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招个人经

销商,项目合作15036008588
●郑州高校一万多平宾馆饮

食街商业街招商13938288922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不投资就赚钱18625503523
●好项目找东家13603711847
三沙白酒招商
三沙品牌系列白酒诚招各省

市县级代理商13976603719

转让

●培训班寻合作：15981813030

●南阳路大石桥450㎡餐饮一

二楼转让15237109753刘先生

●转让网吧证13383867788

家电维修

●修热水器冰箱空调56683861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专修煤气灶换气管53778280

软件网站

●网站微信软件p2p 55919528
●398起建网站15093249093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网贷系统开发18637183710
●五年专业网络p2p平台开发

官网商城系统18638551072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金水路饭店转13599965318
●花园路地铁口500㎡饭店

房租低前景好13733819894
●500m2精装火锅房租低位置

佳客源充足15638860777

最牛 全年154期有141期开出头奖

大乐透自2014年5月5日
(第14052期)起正式更改游戏
规则，针对浮动奖奖金分配原
则和低级别奖的中奖条件做出
调整，一等奖的奖金分配比例

根据奖池变为三种方式，这样
奖金成色得到保证。作为乐透
型彩票大盘玩法的大乐透，以
其高额的头奖奖金深受彩民追
捧。而大乐透也没有辜负彩民

的厚爱，在2014年全年共154
期开奖中，有141期为彩民送
出 头 奖 ，头 奖 开 出 概 率 为
91.6%，因此被冠以“千万富翁
制造机”这一雅号。

最惊人 中出4.97亿元

在大奖方面，2014年超级
大乐透全年488注头奖中，有
213 注 奖 金 过 千 万 ！ 其 中
2014 年 8 月 4 日第 14090 期

开 出 的 4.97 亿 元 ，不 仅 是
2014年体彩大奖之最，也是我
国体彩历史上少有的惊人巨
奖。

该中奖彩票出自山东淄博
第07067号体彩网点，中奖的
是一张180元、60倍投方式购
买的追加彩票。

最给力 捐2000万元助力公益

4.97亿元巨奖得主王先生
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平
常在路上遇到残疾人或者生活
困难的人，他总会拿出一些钱

捐助给他们，这次也不例外，拿
到巨奖后，他当场捐赠2000万
元爱心善款，成立“中国体育彩
票大乐透4.97亿善人基金”，

由山东省体彩中心代为管理，
确定受捐助对象，捐助社会上
需要帮助的人。

最遗憾 1076万元奖金无人兑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