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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3222324元，3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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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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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
2注

97注
1828注

23314注
296615注

单注金额
3212962元

190329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2404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349期中奖号码
03 06 08 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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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554元，中奖
总金额为175136元。

中奖注数
3注

418注
7015注
240注
184注

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5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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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538元。

中奖注数
429注

0注
1208注

中奖号码：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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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元
106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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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813118 元，全省投注总额
14049206元，奖池累计金额 1022632570 元。

红色球 蓝色球

08 01 03 31 11 29

第201515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225注

1218注
74925注

1457175注
694937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3注

37注
2592注

57746注
268876注

13

“排列3”、“排列5”第15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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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6注
0注

7573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51注

750

75022
排列3投注总额1451097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836550元。

专家荐号

福彩3D第350、351期
未来两期，比较看好小数

0、1、2，推荐个位或十位重点
关 注 。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0126——345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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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12、34、57、89、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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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038、045、047、056、067、178、
236、238、239、247、249、078、
136、138、146、148、149、156、
167、267、278、367、467、478。
双色球第151期

红色球试荐：03、05、08、

11、12、14、16、17、22、25、27、
30。

蓝色球试荐：01、06、10、
11、12。

徐新格

七星彩第15151期
重点号码看好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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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二位2、5，三位5、7，四
位6、8，五位3、5，六位2、3，七
位2、5。
排列3第15350期

百位：2、3、5。十位：1、3、
6。个位：4、7、9。

夏加其

他乡彩民

代买彩票中巨奖 店主归还奖票
彩票点诚信店主获嘉奖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假如您面前
突然出现了1000万元，而且
您还可以“操作”一下，变为己
有，您会动心吗？郑州一体彩
销售员罗桂芝给出的答案是：
不！罗桂芝代买彩票，在彩民
不知中奖千万元的情况下，把
彩票归还中奖者。12月21日，
为了表彰罗桂芝的高尚品格，
省体彩中心授予罗桂芝经营的
体彩第4119031128号销售站
“诚信销售模范网点”称号，并
给与她一万元奖励。

代买彩票，意外中得1000万元巨奖
罗桂芝到底做了什么，引

来众人纷纷点赞呢？12月21
日，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京广
路与航海路交叉口西南角的
体彩销售点。举止大方、爽朗
直率是罗桂芝留给记者的第
一印象。她告诉记者，这件事
还要追溯到今年的 11 月 13

日。当天下午，老顾客刘先生
如往常一样来到她的店里买
彩票，“他每次来买彩票都比
较随意，哪些彩票当天开奖就
买哪种，大部分都是随机，然
后再翻若干倍。当天正好是
七星彩开奖，他就用买排列三
找零的20元钱机选了5注，然

后进行了2倍投注，因为当时
刘先生临时有急事没来得及
拿票，就让我帮忙保存了。”

第二天，罗桂芝一开门
营业，就将刘先生的彩票拿
出来核对，“刘先生选的排列
三中了 2 万，更让人惊喜的
是，他那张七星彩中了第

15133 期 两 注 头 奖 ，一 共
1000 万元。因为刘先生是
我的老顾客，知道他中奖以
后也没有多想，立马就把这
个喜讯告诉了他。”罗桂芝
说，当时真的为刘先生高兴，
也为自己的彩票店能打出这
么大一个奖而高兴。

开店十余载，以诚待人之心不变

“1000 万元大奖就在你
面前，而且别人还不知道，当
时就没有一点心动吗？”对此，
罗桂芝十分果断地回答道：

“之前给顾客代买彩票中几
万、十几万的都有过，但我都
会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顾
客，这种事在我看来再寻常不
过。只不过这回是我从业十
几年来第一次亲历的千万大
奖，奖金分量是重了不少，但

是以诚待人的初心始终没有
改变。我就是个平凡的人，只
想过平凡的日子，如果昧了良
心把这1000万据为己有，过
得也不会踏实。”

据了解，罗桂芝加入体彩
销售队伍已有十多年了。她
告诉记者，来她这儿买彩票的
老顾客都是附近的居民，街里
街坊的都认识，有时候电话打
个招呼就直接把票出了，是谁

的都会专门记好。“经营体彩
站点就是在做服务，服务做好
了，彩民心里舒服自然就愿意
留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给
彩民提供方便，就拿现在流行
的微信来说，彩民红包转账，
写投注单，我们这边给出票，
再拍照传给顾客并保存好彩
票，中奖之后再把奖金转账给
彩民。虽然有一点麻烦，也可
能会承担出错票的风险，但是

给彩民提供了方便，对提高销
量也有帮助。”

也正因为罗桂芝长久以
来奉行以诚待人之道，让她
结识不少彩民朋友。罗桂芝
说，久而久之，这种相互信任
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帮别
人买的彩票中了大奖，然后
归还给别人是理所应当的，
她也能从中分享到他人的喜
悦。

实至名归，体彩销售员诚信之举获嘉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

桂芝认为她的做法再寻常不
过，因为这是她15年来养成的
一种习惯。“做生意就应该诚
信待人、服务至上啊！这事传
开以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各种
各样的说法，可能是做这行时
间久了，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挺正常的。”罗桂芝

告诉记者。
是金子总会发光，为了表

彰罗桂芝的诚信精神，12月
21日，省体彩中心主任孙和
平来到罗桂芝经营的体彩网
点，为她颁发了“诚信模范销
售网点”称号的奖牌，并将1
万元奖金交到罗桂芝手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孙和平表

示，体育彩票不记名、不挂失，
谁持有中奖彩票谁就能兑换
奖金。因此，代买彩票一旦中
奖，面对高额奖金，对一个人
的诚信是一种考验。而罗桂
芝在面对这张千万元中奖彩
票时不为心动、不据为己有，
并完整地归还给中奖者，说明
她的品德是高尚的，她的诚信

之举是在传递一种社会正能
量。

省体彩中心公共关系部
主任凡高峰介绍，罗桂芝的网
点是我省第四个获得“诚信模
范销售网点”称号的体彩销售
网点，她能获得这份荣誉是实
至名归，因为她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体彩人的诚信本质。

长春张先生已有7年购彩经历，
平时最喜欢投注福彩3D。说起自己
的购彩经历，张先生表示，他曾经有
一段时间灵感十足，经常中奖，但最
近，他不仅大半年没中上奖了，就连
选对两个号的时候都少了。

近日，张先生想到一个好办法：
“移动购彩法”。所谓移动购彩，就
是去不同的彩站买彩票。以往彩民
只要认准了一家网点，就不会换
了。“我以前也在家附近的网点买，
最近灵感不足，就想着到别的网点
转转。”张先生说，最重要的是在不
同的网点里可以接触不同的彩民，
学习新的投注方法。

张先生“走出去”，学习其他彩
民的方法，再“引进来”为己所用。
这种“移动购彩法”果然奏效，不仅
中得 3D 第 2015334 期直选 1040
元，还结识了不少彩友。

（记者 张琛星）

购买“3D”，
俩彩民有“妙招”

新手学“口诀”，
两月中奖多次

无锡90后女彩民小周“彩龄”仅
两个月，算得上是新手，但玩3D“有
一手”，已经多次中奖。

两个月前，她跟一位同事出去
办事，途中同事买福彩3D，她也跟着
买了2注。结果，当晚就中了奖，小
周特别开心，从此用这笔钱继续购
买福彩3D。也许是小周对数字比较
敏感，虽然是新手，但她依旧保持淡
定，每次只打三五注3D单选，一中
奖就有好几千元收获，没中奖最多
亏10元。

小周说，作为新手的她喜欢钻
研，请教过不少老彩民，学会了一些
口诀，比如“见0多半没有0”、“有3
不如选4、6”、“7试8见还有0”等，但
操作时还要灵活使用。就用这套

“口诀”，她中得当期3D单选10倍，
奖金10400元。

老彩民发明
“移动购彩法”揽入奖金

省体彩中心主任孙和平（左）为罗桂芝颁发奖牌 省体彩郑州西区分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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