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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15079期：
重点号码看好3、4、8，奇偶

比例关注 34，大小比例关注
34，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1、3，二位4、6，三位5、8，四位3、
6，五位4、8，六位0、5，七位2、7。
排列3第15182期：

百位：2、3、5。十位：1、4、
9。个位：1、5、7。

夏家其

福彩3D第182~183期预测
未来两期，笔者比较看好0

路号的0、3、6号，四六分解式推
荐：0346——125789，前者四码
中至少包含一枚奖号，后者六码
包含三个奖号的可能性较小。

比较看好的两码组合为：
03、04、34、37、38、39、48、49；不
太看好的两码组合：01、02、12、
05、68、58、79、89。

跨度参考：2、3、4、5、6、7、
8。和值参考09至18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016、017、
018、028、035、038、045、057、
058、078、126、134、138、139、
147、148、149、167、238、247、
248、338、348、357、457。

双色球第079期预测
红球试荐：02、06、10、14、

15、18、21、22、26、27、31、32。
蓝球试荐：02、06、07、08、

10。
徐新格

专家荐号

第15078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2583150元，300000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5838045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14注
162注

1856注
24797注

306880注

单注金额
500万元
23478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181期中奖号码
01 03 10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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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100元，中奖
总金额为43739元。

中奖注数
0注

146注
4128注

91注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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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
152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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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36416 元，全省投注总额
12762700 元，奖池累计金额 577316625 元。

红色球 蓝色球

22 07 26 29 03 20

第201507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139注
907注

58412注
1196621注
6402131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0注
59注

2683注
55889注

277361注

02

“排列3”、“排列5”第15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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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5注
4677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6注

868

86801
排列3投注总额12788670元；排列

5投注总额7839296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5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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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534元。

中奖注数
153注

0注
914注

中奖号码：281

这位看起来30岁出头儿
的冯先生一直强调，自己是个
地地道道的“老彩民”，2000年
电脑彩票刚开始销售那会儿他
就加入购买大军了。他说自己
的习惯就是守号，但也并非一
般意义上的固守，通常会编几
组号码，用这些号连续买上几

个月，不中的话就再琢磨几组
替换之前的。像中奖的这4组
号码，他已经连续守了两个多
月了。

不少彩民都有“沾喜气”的
习惯，所以往往哪家投注站出
了大奖一时间都会人声鼎沸客
似云来，但冯先生偏偏爱“反其

道而行之”。他说他就不喜欢
在一个店里一直买，通常会在
周围几个店换着来，这次的中
奖彩票就是逛街时走到一家比
较远的彩票店一时兴起买下
的。

谈到自己的选号心得，冯
先生笑着摆摆手，“我可不爱研

究号码，就是随便写写而已。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彩票这东西
哪有什么规律可言，尤其乐透
型彩票，那完全就是运气！坚
持购彩献爱心这么些年，这次
能中大奖，只能说运势终于到
我这儿啦！”

魏明

别人“扎堆”买，他爱“反其道而行之”

冯先生坚持自我收获双色球头奖
7月2日晚，双色球第2015076期开出红球号码01、09、10、19、23、27，蓝球开出了遗漏24期的09。当期头

奖17注，花落12地，其中我省彩民揽获1注，单注奖金528万元。这张单式8元的大奖彩票出自许昌市五一路与
华佗路交叉口的第41100012号投注站。几天后，中奖彩民冯先生就出现在福彩中心兑奖大厅。

7 月 3 日 晚 ，七 星 彩 第
15076期开出号码“0408016”，
全国仅出一等奖1注，花落我省
濮阳，这是时隔10年之后，该网
点又一次卖出七星彩头奖。

7月6日下午，位于濮阳市
胜 利 路 西 段 、网 点 编 号 为

“16018”的销售点业主李先生接
过了省体彩中心濮阳分中心为
其颁发的“百万富翁诞生地”牌
匾。

李先生非常兴奋，他说自己
的网点已经经营十多年了，2000
年就开始销售体育彩票了，曾经
在 2005年中得 1注 500万元。
得知大奖再次光临本店，他亲自
去做了一块中奖喜报，摆在门口
显著位置，上面写着“热烈祝贺

本站中出七星彩一注500万”，
又请了锣鼓队表演，吸引了附近
的很多居民和路人前来咨询和
购买彩票。李先生说，平时来他
这里购彩的本地人，买多期票、
守号的很普遍，由于中奖当天是
周五，购买七星彩的彩民众多，
他只顾着打彩票，所以对中奖者
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不过他猜
想中奖者很可能是本地人，也熟
悉彩票的一些知识，应该是位老
彩民。

另据统计，今年3月至今，
濮阳已中出4次体彩头奖，分别
是3月8日七星彩1000万元、3
月9日大乐透686万元、6月13
日大乐透3721万元、7月3日七
星彩500万元。 河体

七星彩500万头奖花落濮阳
中奖网点敲锣打鼓庆祝幸运

体彩第16018号销售点请锣鼓队庆祝

第15077期的开奖号码为：
01、16、17、22、28 +02、09。前
区奖号冷门迭爆，“3”字头奖号
集体缺席。除“01”外，其余奖
号皆遗漏超过5期(包括 5期)，
其中间隔最短的“16”休整了5
期。最长遗漏为号码“28”，共
停歇了12期。其余两个号码分
别遗漏了 7 期(号码 22)和 6 期
(号码 17)。五个号码中，“16、
17”搭档开出，宣布了连号的再
次回归。

据观察，连号持续发力，在

近 5 期开奖中，每隔一期就有
一次连号的出现。前区大小比
为 23，奇偶比 23，偶数占
优。

后区开出“02、09”，“02”此
前遗漏10期，“09”间隔两期再
次亮相。目前后区遗漏纪录保
持者为“03”，已隐藏18期未出。

数据显示，当期的3注头奖
分别出自北京和四川的三位彩
民之手，他们分别收获了985万
元的基本投注头奖，且中奖者都
采用了复式投注方式。

北京的中奖者购买了一张
“8+2”复式票，共中得一等奖1
注、三等奖15注、四等奖30注，
五等奖10注，总计揽得奖金994
万元。

四川的两位中奖者各购买
了一张“6+3”复式票，共中得一
等奖1注、二等奖2注、三等奖5
注、四等奖10注，分别揽得奖金
1005万元。

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
略微上扬，达到14.1亿，继续保
持在14亿元之上。 小李

再爆3注一等奖

大乐透奖池金额达到14.1亿元
7月6日，超级

大乐透第 15077
期全国再开3注头
奖。3注均为985
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分落北京(1注)
和四川(2 注)。当
期开奖结束后，奖
池滚存至 14.1 亿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