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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4504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18期中奖号码
3 6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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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264元，中奖
总金额为241747元。

中奖注数
12注

632注
8708注
381注
446注
2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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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704元。

中奖注数
526注

0注
772注

中奖号码：703

“排列3”、“排列5”第16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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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3注
0注

15323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03注

369

36987
排列3投注总额1345326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503730元。

757488元
20218元
1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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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7 19 14 4 30 25 8

第201605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12注

257注
773注

7094注
13174注
79114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2注

21注
138注
322注

1944注

比较看好 1、6、8 有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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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35、0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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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025、
027、037、038、056、058、067、
078、116、118、138、148、149、
156、166、167、229、238、239、
247、249、256、267、338。

排列3第16119期预测

百位：4、5、7。十位：2、3、8。个位：0、3、6。

红色球试荐：03、04、06、08、
14、15、17、19、21、22、25、29、31。

蓝色球试荐：01、03、07、10、
12、15。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10、
17，可杀号01、19；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二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 04 05
06 09 10 12 13 15 16 17 20。

徐新格

夏加其

福彩3D第2016119期预测

双色球第2016051期预测

22选5第2016119期预测
即开风云

喜从天降

刮刮乐百万大奖砸中郑州小伙儿
4月23日对于郑州的杨先

生（化名）来说是个难忘的日
子，因为他购买的面值20元的
刮刮乐“财高8斗”中出100万
元大奖，运气简直爆棚。

据了解，杨先生虽然还很
年轻，但也算得上是一位资深
彩民，平时最喜欢买的就是双
色球。杨先生告诉记者，他买
彩票就是抱着中奖了更好，不
中奖就当做为慈善事业做贡献
的心态。他每次买彩票花费不
多，一般都是三五注，但基本上
期期都买。而且他还有个习
惯，就是每次买双色球的时候

再顺便买几张刮刮乐，这次也
正是这个习惯让杨先生幸运地
刮出百万大奖。

4月23日上午九点多，外
出办事的杨先生顺道来到位于
郑州市西四环和化工路附近的
西赵村街编号为410100981的
福彩投注站，他先让投注站店
主岳先生打五注双色球，接着
又顺手挑了两张面值20元的

“财高8斗”刮刮乐彩票。
刮完第一张彩票，杨先生

并没有中奖，就又拿起第二张
继续刮了起来。第一斗没有
中，第二斗没有中，第三斗也没

有中，可当刮到第四斗的时候，
杨先生慢慢紧张起来。这一斗
的中奖号码是“05”，而他的彩
票上的号码则是“23、01、05、
02”，让他激动万分的正是第三
个数字“05”下面对应的奖金
100万元，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短暂平复了心情后，他
又仔细确认了几遍，确实刮中
了100万。

杨先生告诉记者，彩票已
然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他还会继续买下去，做中国
福利彩票的忠实粉丝。

豫福

“我的快3中奖故事”火热征集中
5月27日截止，只要参与就有机会拿走3000元奖金

□记者 张琛星

扫描二维
码关注微
信订阅号
“大河好
彩 ”（左
上）或下
载“大河
客户端”
（左下），
查看活动
详情，并
参与。

专家荐号

资深老彩民“连环夺宝”喜获25万
中福在线郑州北环厅今年已中出8个大奖

五月是播种的季节，播种着
一年的希望，五月也是收获的季
节，收获着丰收的喜悦。5月1
日，中福在线郑州北环厅传来喜
讯，该店20号投注机爆出“连环
夺宝”全国累积大奖25万元。

大奖得主王先生说起本次
中得的大奖一脸喜悦之情，他向
工作人员介绍说：“因为五一休
息，趁着放假有时间来小坐一
下，放松一下心情，就来到北环
厅20号机坐下玩“连环夺宝”游
戏，在玩到第三关的时候便中出
了大奖。”王先生表示，他玩“连
环夺宝”很多年了，平时就偏爱
这种游戏，虽然也多次想过自己
中奖，但没想到那么快25万就
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在劳动节的
这天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

对于这次中奖的感受，王先
生对广大彩民说：“玩这种游戏
既可以使身心得到放松，同时也
是为慈善事业做贡献，所以在中
奖与不中奖这件事上，一定要把
心态放好。”

说起“北环大奖福地”这个
名号，凡是经常光临中福在线北
环厅的老彩民均有耳闻。那北
环厅的中奖率有多高？在今年
1月份共中出四个大奖，3月份
一个大奖，4月份两个大奖，5月
份一个大奖，共中出25万大奖8
个。平均每月都有一次全国累
积奖产生。北环厅的频频出奖
也直接推高了销量，据统计，北
环厅四月份的总销售额达到
540余万元！

豫福

2016年第18周全省兑付
刮刮乐奖金1275万元。兑付
100万元、25万元、20万元及
5 万元大奖各 1 个。本周所

有面值彩票均有奖项兑出。
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况，

分析财高8斗、百发百中及点
赞等热点彩票易中出。福彩

刮刮乐返奖率 65%，中奖面
宽，即开即兑，欢迎购买。

豫福

福彩刮刮乐2016年第18周中奖详情

本报讯“快3”自上市河南
以来，其以趣味多、开奖快、返
奖率高而深受彩民的喜爱，通
过长期购买，许多彩民积累了
大量宝贵的经验。

同时，每一张中奖彩票背
后都有一种坚持，一种智慧。
为了让我省彩民讲述自己的中
奖故事，分享成功的喜悦，即日
起大河报彩票版、大河报客户
端、“大河好彩”微信公众号联
合河南省福彩中心，举办“我的
快3中奖故事”有奖征文活动。

一、征文主题
“我的快3中奖故事”
二、活动对象
设奖、征文内容只针对河

南省内
三、征文要求
1.字数在800字以内，题材

不限（诗歌除外）；2.作品内容必
须含有：中奖时间、金额及方
法，且中奖方法应具有实际操

作性，其他可根据自身适当发
挥；3.应征者在提交作品时，应
写明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
话、身份证号码。

四、时间安排
征集时间4月27日至5月

27日，评选结果预计5月底或6
月初公示，随后进行颁奖。

五、奖项设置
此次征文设置一等奖1名，

奖金3000元；二等奖10名，奖
金2000元；三等奖15名，奖金
1000元。

六、参与方式
1.发邮件：dahecaipiao@

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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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3征集”菜单，进行参
与。3.通过邮局寄送到：郑州市
农业路东28号河南日报报业大
厦六楼大河报彩票工作室，张记
者（13937101695）收，邮政号

码：450000，右下角注明：“快3
征集”。

七、活动要求
应征者必须是原创作品，

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一经
发现，将取消其资格，如已发放
奖金将原额追回，所有因此而
引发的法律责任由应征者承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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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1注
1注
1注

26注
16注

913注
654注

25628注
14111注
14111注

487177注
282737注
282737注

5031271注
2903598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5000000元
6000000元
3000000元
321949元
193169元

3414元
2048元
200元
1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5元
5元

第 16051期
中奖号码：16 21 23 24 32 07 08

本期投注总额为 207454874 元,2893688412.1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