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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21383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083期中奖号码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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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236元，中奖
总金额为191049元。

中奖注数
5注

375注
6533注
214注
152注

3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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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532元。

中奖注数
541注

0注
1274注

中奖号码：289

“排列3”、“排列5”第16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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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2注
0注

1304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7注

234

23413
排列3投注总额14521328元；排列

5投注总额9114056元。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0注

65注
24注

832注
237注

31816注
10499注

548728注
170563注

4886741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0元
111495元
66897元
3533元
2119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036期
中奖号码：07 15 26 30 31 03 06

本期投注总额为 178303412元,2586646951.7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828618元
23674元
3054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16 24 30 28 18 27 21 10

第201603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10注

155注
542注

6090注
10550注
79003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7注

21注
247注
346注

2606注

专家荐号

比较看好 2、3、8 有号。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238——
045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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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49、45、46、56、57、59、69、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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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036、
037、058、078、118、129、136、
138、168、178、188、267、278、
299、345、346、347、366、367、
368、378、388、458、478。

排列3第1608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4∶1，重点号关注03、09、
15，可杀号06、14；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一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1 03 04
05 08 09 11 13 15 18 19 20。

夏加其

22选5第201608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4、05、09、
10、11、12、15、19、22、30、31。

蓝色球试荐：05、06、07、08、
10。

徐新格

福彩3D第2016084期预测

双色球第2016036期预测

蓝球3期重号，头奖“含蓄”开出

奖池回升，双色球大奖可期
□记者 张琛星

本报讯 3月17日，双色球
第2016030期开奖。全国共开
出头奖98注，每注奖金506万
元。其中10注由我省洛阳彩民
中得，奖金高达5000万多元。
就在大家纷纷猜测是哪位幸运
彩民中得该大奖时，近日，几位
来自洛阳的彩民结伴来到省福
彩中心领取了这份大奖。

每个团队里面总是会有一
个具有号召力的核心人物。在
这个购彩“联盟”里，大家首推老
张，“我们都是买彩票时认识的，
老张买彩票时间长、经验足，所
以都相信他，平时大家买彩票的
钱由他保管，每个人选择的投注
号码最终由他确定”。一起来领
奖的幸运儿们都把这次中奖功

劳归功于坐在旁边的老张。
交谈中了解到，这几名彩民

都是工薪阶层，他们表示，如果
没有组成这个“联盟”的话，也许
都撑不到这次中得大奖，所以接
受了分散压力带来的好处，就要
用一个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奖金
的分配。

领过奖后，张先生代表其他
成员捐献10万元奖金用于社会
公益事业，并表示这只是投向公
益的第一步。至于剩余的奖金，
他们还没有想好怎么使用。下
一步，他们会第一时间就这笔奖
金按比例进行分配，在不影响个
人现有生活的同时，做好投资理
财及社会公益等方面的计划，让
这笔奖金用到实处。

2000万 河南福彩“快3”大派奖啦
4月6日开始，为期5天，直到奖金派完为止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曹亮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省福
彩中心获悉，为回馈、答谢广大
彩民对福彩“快3”游戏的关心
与支持，省福彩中心将于2016
年4月6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电脑福利彩票“快 3”游戏

“2000万元大派奖活动”。
据了解，此次派奖活动为

期5天，如果5天内2000万元
提前派完，活动提前结束；如果
5天内2000万元没有派完，活
动将继续进行，直到2000万元
派完为止。

在派奖活动期间，“和值
4”奖金由80元加奖至100元；

“和值5”奖金由40元加奖至
55元；“和值6”奖金由25元加
奖至35元；“和值7”奖金由16
元加奖至23元；“二同号复选”
奖金由15元加奖至20元；“二
同号单选”奖金由80元加奖至
100元；“三不同号”奖金由40
元加奖至55元；“二不同号”奖
金由8元加奖至10元；“三连
号通选”奖金由10元加奖至14
元等。

“快3”游戏自2014年9月
22日在我省上市以来，深受广
大彩民的喜爱。有着趣味性
强、返奖率高、中奖容易、奖金
固定，快速开奖等优点，此次
2000万元大派奖活动是一次
实实在在的回馈。不同投注方
法增加不同的固定奖金，派奖
后的奖金在原中奖金额的基础
上增加，随之增长的是购彩的
性价比，而真正得到实惠的非
彩民莫属。

核心提示 | 近期，双色球自2016030期头奖“井喷”后，头奖显得有点低调，同时蓝球也连
续开出出人意料的号码，接连三期开出“15”，这在此之前仅仅出现过7次，让众人感到“不可
思议”。少见的3期蓝球重号，似乎成了头奖“含蓄”开出的原因，但奖池整体处于回升状态，
目前累计3.78亿元，或为大奖开出埋下伏笔。

蓝球惊现“3连号”，众人惊呼“不可思议”

3 月 27 日 ，双 色 球 第
2016034 期 开 出 红 球“3 、
15、21、22、23、28”，蓝球

“15”，当期头奖仅开出 1注。
随即众人惊呼“不可思议”，因
为蓝球已连续三期开出“15”，
而在今年伊始，双色球蓝球2
连开也仅有3次，同时也有网
友留言“太崩溃”。

那么，如此让众人意外的
现象，在以往的开奖中是否出
现过呢？查询数据发现，双色
球 上 市 以 来 第 2003001 至
2016034期，蓝球3连开仅出
现了8次，其中2004年出现2
次，而2009年、2011年、2012
年、2014年、2015年、2016年
各出现一次；从2011年开始，

几乎平均每年出现一次。
而在8次蓝球“3连开”的

号码中，没有一个号码是重复
出现，从小到大依次为：2、3、
7、8、12、13、14、15，其余蓝球
号码至今未出现“3 连开”情
况。今年蓝球“3连开”的号码
为“15”，那么，下一次在何时
出现呢？我们拭目以待。

大奖“含蓄”开出，奖池持续回升

随着双色球第2016032期
至2016034期蓝球出现罕见的

“3连号”现象，头奖也显得有些
“含蓄”，3期分别开出5注、2
注、1注头奖。众人一边感慨
不可思议的“3连号”，一边怀念
第 2016030期头奖“井喷”98
注的盛况。29 日，双色球第
2016035期开出蓝球“11”，不

但终结了蓝球“3连号”，且当期
头奖开出11注，对于广大彩民
来说，算是一种“回归常态”，毕
竟蓝球再开出“15”，估计谁也

“吃不消”。
虽然开奖号码“不可思

议”，头奖“含蓄”，但奖池基本
上 呈 持 续 回 升 状 态 ，第
2016030期头奖“井喷”后，奖

池跌至2.02亿元，经过最近几
期的累积，目前已滚至3.78亿
元。这对于广大彩民来说绝对
是个利好消息，毕竟大奖一般
源于高水位的奖池。

今晚，双色球第2016036
期开奖，彩民朋友仍有机会2
元中得 1000 万元，赶快行动
吧！

洛阳购彩“联盟”
收获双色球5000万元大奖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曹亮

百位：3、5、8。十位：0、6、8。个位：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