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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181910元，3104386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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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3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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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9注

104注
1832注

24880注
329729注

单注金额
0元

451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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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
5元

每注金额
44169元

50元
5元

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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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元

第2015342期中奖号码
01 02 0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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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954元，中奖
总金额为169422元。

中奖注数
2注

306注
5454注
245注
185注

3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5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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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644元。

中奖注数
297注

0注
444注

中奖号码：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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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0089元
63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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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495570 元，全省投注总额
13780332元，奖池累计金额 1187906265 元。

红色球 蓝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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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514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9注
181注

2825注
108884注

1601266注
14021043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38注
88注

3926注
58759注

577090注

05
“排列3”、“排列5”第15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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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2注
0注

905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00注

596

59638
排列3投注总额14293020元；排列

5投注总额8577396元。

专家荐号

福彩3D第343、344期
未来两期，比较看好 1、2、

8。四六分解式推荐：1268——
034579，前者四码中至少包含一
个奖号，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号
的可能性较小。

不太看好的两码组合为：

12、68、57、59、79、45、77、99。
跨度参考 2、3、4、5、6、7、8，

和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017、018、

026、027、028、125、127、128、136、
137、138、139、148、149、156、157、
158、167、239、244、245、246、247、

248、249。

双色球第148期
红色球试荐：03、05、08、11、

12、13、14、20、21、22、27、29。
蓝色球试荐：01、05、06、07、

10。 徐新格

七星彩第15148期
重点号码看好 3、5、8，奇偶

比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

3，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1、8，
二位3、5，三位5、6，四位6、8，五
位3、6，六位4、5，七位2、5。

连续5期奖池居20亿之上

超级大乐透巨奖期待有缘人
□记者 张琛星

本报讯 进入12月份以来，
超级大乐透头奖有时开启“隐
身”模式，比起11月底头奖的连
续开出，显得有些含蓄。但持续
的高水位奖池，巨奖的开出，同
样产生着惊喜。12月14日，超
级大乐透第15146期开奖，爆出
8注头奖，其中江苏一彩民独自
拿下7注头奖，总奖金达5129
万多元，另一注头奖则花落浙
江。这一惊喜也似乎弥补了第
15145期头奖“隐身”的遗憾。

据查询数据发现，12月以
来，截至第15146期，大乐透共
开出头奖17注，其中包含6注复
式投票，4注单式票，1注单式票
且7倍投注。例如12月2日，大
乐透第15141期开出2注头奖，
1注花落青海，为一张“7+3”复

式票，累计擒奖1049万元，另1
注出自浙江，为一张单式票；5
日，第15142期开出头奖1注，
花落云南，是一张单式追加票，
奖金1600万元；9日，第15144
期开出一等奖6注，其中4注为
复式投注，分别花落吉林、新疆
（2注）、浙江，其余两注是来自云
南和浙江的单式票；14日，第
15146期开出头奖8注，包含江
苏1注单式票7倍投注，浙江一
注复式票。

因此，仅从投注方式看，头
奖爆出的背后，复式投注略占上
风，此外，适当追加投注也是造
就巨奖的一个因素。

近日，虽然超级大乐透巨奖
不断爆出，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大
乐透奖池的持续高水位。自12

月 5日大乐透第15142期开奖
后，奖池一举冲破20亿大关，达
20.06亿，截至第15146期开奖
后，奖池达20.58亿，已持续5期
保持在20亿之上，其中12日第
15145期开奖后，奖池更是达到
20.75亿，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以往大乐透的开奖情
况，每到年末都是大奖的高发
期，很多彩民也都会好好博一
把。如今，又到年末，而大乐透
奖池又持续处在 20亿以上的
高水位，对于彩民来说更是一
个好势头。连续的高水位奖
池，大奖产生的高发期，彩民可
抓紧时机投注，同时也要理性
购彩，说不定好运降临，你就是
下一个大乐透巨奖的“有缘
人”。

俩彩民玩复式
纷纷收获双色球千万大奖

尝鲜复式投注，天津彩民意外收获头奖

12 月 8 日 ，双 色 球 第
2015144期开奖，当期全国开
出头奖6注，单注奖金达1334
万元（含派奖500万元），其中
一注头奖被天津彩民李先生揽
入。与其他守号中得大奖的彩
民不同，首次尝试复式投注的
李先生一击命中大奖，幸运指
数爆表。

李先生是一位有着多年购
彩经历的老彩民，平时喜欢机

选5注。购彩当天，李先生听
到投注站里面的彩民们在聊复
式投注。听着他们津津有味
的讨论，李先生决定尝回鲜，
机选了一注6+1之后，又随便
加了两个红球，组成了一张
8+1的复式票。第二天一早，
他通过手机查询，惊喜地发现
自己中得了一注头奖。第一
次尝鲜复式投注，就让李先生
收获颇丰。

9+2复式投注，南京彩民击中148个奖

12 月 6 日 ，双 色 球 第
2015143期开奖，当期开出的
6注头奖，単注金额1373万元
（含派奖500万元），其中一注
被南京彩民收入囊中。据了
解，中奖彩票为一张自选9+2
的复式票，投注金额 336元。
因是复式投注，这位彩民共中
得1注一等奖、1注二等奖、18
注三等奖，63注四等奖、65注
五等奖，合计共148个奖，共获
奖金1417万元。

据中出头奖的彩票站业主
闫先生介绍，中奖彩民当时一
连打了四组，都是复式票，投注
金额有1000多元，看来是有实
力的技术彩民。四组复式票中
正是一组9+2准确命中大奖。
闫先生回忆，中奖彩民当晚投
注的还有一组10倍倍投7+1
的复式票，看来该彩民对这组
最为看好，没想到是9+2这组
中了大奖，如果是这组10倍倍
投，那奖金将高达亿元。

他乡彩民

□记者 吴佩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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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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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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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1、22版

包装印刷
●近远品牌设计：VI标志包装

画册台历挂历 13598837225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 68697669
转让物资设备

●闲置医疗器械物物交换。
电话 18937628197培训招生

●考电工焊工登高证66662829
●学历职称资格证13273818335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求职

●高会计求兼职 15093083067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快办私募基金牌照55697802
●500元大包办公司86107188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免费快办公司 63702222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证书●资质”
质监建筑咨询 1352309502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 疗 器 械 13937154075

接同行资质
88887170 房 产 劳 务 物 业

快办公司资质
0元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 大 员 技 工 证 66364266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

修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认证咨询

资质快办86180256

排列3第15343期
百位：1、2、7。十位：3、4、

6。个位：2、7、8。 夏家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