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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31023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097期中奖号码
1 2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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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010元，中奖
总金额为219891元。

中奖注数
3注

357注
6309注

350注
213注

25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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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890元。

中奖注数
674注

0注
1271注

中奖号码：532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派奖

一等奖（追加）
派奖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派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派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派奖

全国中奖注数
6注
6注
1注
1注

34注
17注

521注
291注

19748注
10168注
10168注

386595注
206098注
206098注

3946432注
2127681注

单注金额
8767057元
1515151元
5260234元

909090元
306819元
184091元

7581元
4548元

200元
1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5元
5元

第 16042期
中奖号码：02 06 08 19 24 01 06

本期投注总额为 214155413 元,2664544915.9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275059元
7858元
5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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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8 2 28 7 10 12

第201604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20注

565注
1170注

12410注
16525注

11294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10注
21注

288注
493注

2991注

“排列3”、“排列5”第16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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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79注
0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49注

111

11165
排列3投注总额14026150元；排列

5投注总额8752066元。

4月4日晚，郑州“中福在
线”传来喜讯，郑东新区一家

“中福在线”销售厅里中出一
个25万元大奖。据了解，大奖
得主是购彩十年的老彩民吕
先生，同时他也十分支持公益
事业，打算拿出一部分奖金资
助山区儿童。

清明节小长假的最后一
天，由于没有外出，吕先生如

往常一样来到郑东新区一家
“中福在线”销售厅。作为这
里的熟客，吕先生一直是一个
非常安静的人。他每次过来，
几张卡、一杯茶，足以坐上半
日。当晚9点30分，吕先生看
了下时间觉得还早，决定再玩
一会。于是，他又开始玩起了
连环夺宝游戏，刚玩到第二
关，20颗“祖母绿”宝石突然从

屏幕上方哗哗落了下来，并弹
出“恭喜中得全国累积大奖25
万元”的提示。吕先生难以抑
制内心的喜悦，不自觉地鼓掌
并发出爽朗的笑声，在场的彩
民和工作人员纷纷聚拢过来，
向他道贺，一同见证和分享这
喜悦的时刻。

当谈及获奖经历，吕先生
内心激动不已。他告诉工作人

员，这次能够中得大奖，非常感
谢福彩。他是一名老彩民，从
最初的两元彩票到现在的“中
福在线”，他一直坚持购买了十
年。“在娱乐的同时，也能为公
益事业做贡献。”

同时，吕先生现场承诺自
己会拿出一部分奖金资助山
区儿童，支持福利彩票，支持
公益事业。 豫福

首次购彩就收获好运

滑县彩民两元命中双色球银奖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曹亮

4 月 3 日晚，双色球第
2016037期开奖，当期开出头
奖3注，二等奖97注。其中，我
省滑县彩民张先生以一张2元
单式票中得二等奖1注，中奖
金额为29.36万元。

近日，张先生来到省福彩
中心领取了奖金。当工作人
员提醒张先生在安阳本地也
可以兑奖时，他表现得很惊
讶，笑说自己没经验，不知道
这个规定，因为此次中奖的彩

票是他人生中所购买的第一
张彩票。

据了解，张先生已参加工
作几年了，从来没有主动去购
买过任何彩票。平常接触彩
票也是因为身边的朋友中，有
一些是彩民，有时朋友会让他
帮忙参考几个号码，或借着他
的手气刮几张“刮刮乐”。

当晚，张先生与朋友吃完
晚饭后，路过投注站，经不住
朋友的热情邀请，进去机选了

一注彩票，没想到正是这张机
选的彩票，给他带来了意外收
获。

次日早上，张先生查询开
奖号码后，激动地发现自己中
奖了。虽然20多万元算不上
大奖，但也相当于他十年的工
资。跟家人分享这个喜讯后，
张先生立刻上网查询双色球
兑奖方法，可能是因为太激
动，只看到去省福彩中心兑奖
的字样，却忽略了“叁拾万元

以下可在当地市级福彩机构
兑奖”的规定。“就当旅游了，
犒劳自己一下！”张先生高兴
地说。

张先生表示，以前总听说
彩票有黑幕，而且朋友里也没
人中过大奖，所以对彩票一直
抱有怀疑态度。现在自己亲
身的经历验证了双色球的真
实性，下一步会主动购买彩
票，为我省社会福利事业做出
更多贡献。

捡到“幸运草”

平顶山彩民“刮”出30万元奖金
近期，平顶山福彩喜讯不

断，继4月5日中福在线中出
两注头奖后，再降“刮刮乐”30
万大奖。近日中奖者老陈向
我们讲述了他中得30万大奖
的经历。

据老陈介绍，他既是“刮
刮乐”的资深彩民，也是平顶
山市宝丰县闹店镇41540494

号投注站的销售员。由于当
天下雨，天色渐晚时，投注站
内的彩民也陆续回家了，平常
热闹的投注站变得有点冷
清。当老陈把所有“刮刮乐”
彩票收好后，发现有3张“幸运
草”掉到了地上，他觉得为3张
彩票再开一次柜子太麻烦，索
性自己刮了算了。

第一张刮开中了10元，第
二张没中奖，旁边的妻子唠叨
着老陈“别刮了”。话落手起，
300000元的大奖突然出现眼
前，老陈兴奋地说：“我好像中
了30万！”妻子没当回事，还催
促老陈赶紧收拾。当妻子看
到彩票后，两个人兴奋得在屋
里来回转圈。

第二天，夫妻两人火速来
兑奖。现场，老陈还不忘对
旁边兑奖的彩民推广自己的
投注站：“我的投注站是个

‘幸运’投注站，平常彩民经
常中奖，这次又出30万的大
奖，欢迎大家都去我那买彩
票！”

豫福

郑州“中福在线”再传喜讯

资深老彩民“连环夺宝”喜获大奖

福彩3D第2016098期预测
比较看好3、5、6有号。四六分

解式推荐：0356—124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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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6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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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035、
036、038、045、055、056、058、116、
136、145、146、158、236、238、245、
258、259、336、338、347、348、349、
356、358。

双色球第201604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4、05、15、19、

21、22、23、25、26、30、33。
蓝色球试荐：10、13、15、07、09。

专家荐号

22选5第201609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关

注3∶2，重点号关注03、13、21，可杀
号 01、08；本期可能出现一组二连
号，热点区间关注四区，推荐一个小
复式：02 03 05 07 10 11 13 14
16 17 19 21。

排列3第16098期预测
百位：3、5、8。十位：2、4、9。个

位：1、4、6。

徐新格

夏加其

本报讯 3月30日，本报与省福
彩中心联合举办“福彩宣传语”有
奖征集活动，目前活动正在火热进
行，征集时间4月30日截止，赶快
行动起来吧！

此次征集内容包括营销宣传
语、公益形象宣传语（字数在15字
以内，包括标点）。分别设立一等奖
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3名，每
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10名，每名
奖金1000元，共计28名获奖者。

参与方式：1.发送邮件至da-
hecaipiao@163.com，标题注明“福
彩宣传语征集”；2.关注大河报彩票
微信订阅号“大河好彩”点击“有奖
活动-福彩征集”菜单参与；3.信件
邮寄：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报业大
厦二楼大河报彩票工作室，张记者
（13937101695）收。

“一语千金”
等您来拿
“福彩宣传语”有奖征集正进行

□记者 张琛星

扫描二维
码关注微
信订阅号
“大河好
彩”（上）
或 下 载
“大河客
户 端 ”
（下），查
看活动详
情，并参
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