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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期，比较看好 1、2、6。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267 ——
034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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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3、08、45、47、57、58、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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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46、
067、135、136、137、138 、144、146、
148、155、158、225、235、236、237、
238 、239、246、248、255、336、337、
346、349。

每注金额
123879元

50元
5元

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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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4元

第2016063期中奖号码
07 08 09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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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774元，中奖
总金额为523742元。

中奖注数
2注

507注
8487注
674注
349注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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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5874元
115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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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818690 元，全省投注总额
15221058元，奖池累计金额 607947604 元。

红色球 蓝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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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602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213注

1045注
53910注

1054964注
8509406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注
4注

77注
2982注

55310注
359907注

5

“排列3”、“排列5”第16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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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2注
0注

2185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0注

491

49146
排列3投注总额13965356元；排列

5投注总额8987780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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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078元。

中奖注数
539注

0注
1065注

中奖号码：356

专家荐号

红色球试荐：02、03、06、09、
14、15、20、21、22、24、29、30。

蓝色球试荐：03、05、06、07、
10。 徐新格

福彩3D
第064期至066期预测

双色球第028期预测

即开风云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上周万元以上
大奖战报

上周（2月29日—3月6日），
我省共中出“顶呱刮”即开型体育
彩票万元以上大奖5个，其中1万
（包含）到5万（包含）3个，5万（不
包含）到10万（包含）1个，100万
1个。目前热销票种：皇家金典、
年终奖、红包系列、金猴献宝、赤
壁、富贵 8、9、夺宝、黄金世界、
love、招财进宝、中国红、十倍幸
运、绿翡翠、甜蜜蜜、宝石之王、点
石成金。 河体

7天20场单固精彩对决

欧冠上演生死战 拜仁主场战尤文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普及日，竞彩足球好欢闹。在3月11日至17日这一个新的周期内，竞彩足球单固场次仍旧维持在20场。虽然
本周末欧洲各大联赛方面缺少强强对话，但是下周中的欧冠及欧罗巴联赛两大杯则不乏颇具看点的强队交锋，另外江苏苏
宁和山东鲁能的亚冠比赛也分别入选本周双开单固的范围。

20场单固赛事，精彩不停歇

从今天开始到本月17日，
有20场足球赛事入选竞彩足
球胜平负及让球胜平负单关固
定赛程，其开售的比赛范围涵
盖五大联赛、荷甲、日职、澳超、
美职、亚冠和两大欧洲俱乐部
联赛，赛事可谓相当丰富。

本周五的两场比赛——荷
甲的格拉夫夏普vs罗达JC与

西甲的马拉加vs希洪竞技，将
拉开本周期单固赛事的序幕。
随后，在本周六与本周日，竞彩
足球单固场次开售12场比赛，
也就是说有60%的比赛都集
中在这个周末，简直就是个大
联欢的节奏啊！记者发现，虽
然周末场次开售比较多，但是
赛事的观赏性也丝毫不弱。周

六，西甲的巴塞罗那 vs赫塔
费、意甲的国际米兰vs博洛尼
亚；周日，意甲的佛罗伦萨vs
维罗纳、英格兰足总杯的曼彻
斯特联vs西汉姆联。

紧接着，这个周期最受关
注的比赛将在末期打响。备受
国内球迷关注的亚冠，将在3
月15日再次打响比赛，其中E

组的东京FCvs江苏苏宁入选
单固赛程。此外，在16日，亚
冠另一场比赛，山东鲁能vs首
尔FC也非常值得广大彩民朋
友关注。当然，在3月17日欧
冠赛场上，有一场强强对决将
要上演，那就是德甲拜仁慕尼
黑主场迎战斑马军团尤文图
斯，精彩程度，不言而喻。

欧冠生死战，拜仁欲主场拿下尤文

下周四（3月17日），欧冠
八分之一决赛将进行到最后一
轮，其中备受关注的拜仁慕尼
黑对阵尤文图斯的比赛必将引
发广大彩民以及球迷的热论。
2月24日，两队进行欧冠八分
之一决赛的首回合较量时，尤
文图斯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上
演了绝地反击，最终对阵德甲

巨人取得了2-2的结果，也就
是说，如果尤文图斯在3月17
日客战拜仁慕尼黑的比赛中取
胜或是大比分战平拜仁慕尼
黑，那么尤文图斯就能闯进欧
冠八强。

不过，拜仁慕尼黑的实力
不容小觑，尤文图斯想要在对
方主场取胜也并非那么容易。

从最近一场拜仁慕尼黑对阵德
甲二帮主多特蒙德的比赛来
看，小将基米希的发挥十分稳
健，作为一名后场全能型球
员，全场触球121次，抢断成
功率64%，传球准确率94%，
还化解了罗伊斯一次势在必
进的机会，比赛结果打成了0
比0。赛后，主帅瓜迪奥拉也

对基米希赞赏有加，称他踢得
很称职。

随着拜仁慕尼黑中场球
员贝尔纳特、里贝里陆续归
队，其中场实力在不断恢复当
中，再加上前锋科斯塔、穆勒、
莱万多夫斯基等一批巨星球
员，拜仁慕尼黑在主场拿下尤
文图斯也是势在必得。

22选5投注技巧

胆拖投注性价比更高
选取一个或几个号码作为

每一注都要有的号码称为胆
码，再选取胆码以外的号码作
为拖码，由胆码和拖码组合成
基本号码的投注就成为“胆拖”
投注。采取“拖码多选、胆码巧
选”的思路，使“胆拖”组合达到
优化组合，可以增大中奖概
率。其次，还可以采用“少选胆
码、多选拖码”的方式进行投
注，胆码选择1至2个，拖码在

剩下的号码中选择。
从“22选5”过往开奖情况

来看，采用固定一个胆码的投
注方法，命中后，盈利可在1万
元上下，若选取1个以上的胆
码，更可大大降低投注金额。
散户彩民也可尝试选择小额胆
拖票购买“22选5”，4胆18拖、
3胆19拖是比较常见的技巧。

4胆18拖：共18注单式，
投注额仅36元。其中奖效果

为：如选中4个胆，则有1注一
等奖，17注二等奖。如选中3
个胆，则中2注二等奖，16注三
等奖。如选中2个胆，则中3
注三等奖，固定奖18元。如只
选准1个胆，则无奖。

3胆19拖：共需171注，如
选中3个胆，则中一等奖1注，
二等奖34注左右，三等奖136
注左右，奖金丰厚。如选中2
个胆，则中二等奖3注、三等奖

48注。如选中1个胆，则中三
等奖6注。

胆码的选择上，可考虑冷
热双管齐下。热号方面，“22
选5”每期都有一定的重叠号，
从中选中一个中奖号码的概率
较大。冷号方面，一般情况下，
开奖数据每7-8期会出现一个
轮回，22个号码会出现18个以
上，剩余的持续未出的几个号
码即是当期的冷号。 豫福

初春的新乡，虽有些春寒
料峭，但福彩刮刮乐市场却一
片火爆，琳琅满目的“刮刮乐”
彩票，各种不同的奖金奖项，让
广大彩民乐此不疲。其中，“发
奖金”这个品种，备受新乡彩民
喜爱，不仅名字起得好，更重要
的是，它给一位坚持购买刮刮
乐多年的老彩民带来了幸运。

3月7日，来自原阳县的张

先生（化名）和关先生（化名）结
伴来到市福彩中心兑奖。张先
生显得十分冷静，他说，其实他
和关先生两个人是刮刮乐的忠
实彩民，几乎每天都要到投注
站去购买刮刮乐，有了新票种
上市，还要多购买一些，虽未中
大奖，但小奖不断，从中也得到
了乐趣，几乎有点“上瘾”的感
觉。这次中得大奖，终于有了

“回报”。更有戏剧性的是，这
次张先生和关先生是一起购买
的刮刮乐，中奖的这张彩票是
张先生出资购买的，当时身上
已经没有钱了，关先生说，当时
他劝老张，算了吧，留点吃饭
钱，别刮了。张先生说，就剩这
几张了也不差那十几块，所以
坚持将彩票刮开，奇迹果然在
刮开最后一张的时候出现了，

两人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12万元大奖就是这样不经
意地跃入了他们的生活。

谈及这次中奖经历，张先
生得出结论，爱心奉献积善福，
坚持投入终有回报。二位老彩
民表示，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地
支持福彩事业，但会理智购彩，
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豫福

老彩民坚持购彩终得回报 刮中12万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