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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0453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51期中奖号码
02 05 08 0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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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366元，中奖
总金额为160412元。

中奖注数
7注

343注
5115注
131注
184注

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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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956元。

中奖注数
441注
271注

0注

中奖号码：336

“排列3”、“排列5”第16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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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0注
9682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50注

616

61607
排列3投注总额1307804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366232元。

福彩3D第16152期预测
比较看好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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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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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038、056、058、116、118、128、
136、146、149、156、166、188、
229、236、238、245、247、256、
267、356、358、456、458、467。

双色球第1606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6、08、

10、14、15、19、22、23、24、29、
30。

蓝色球试荐：01、09、10、
11、12。

徐新格

七星彩第16066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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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二位 1、6，三位 3、7，四
位 5、8，五位 4、9，六位 2、7，七
位3、7。

大乐透第16066期预测
推荐“9+3”：04、11、13、16、

20、22、26、28、31 +01 03 04。

22选5第1615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1∶4，重点号关注06、15、
20，可杀号 0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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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6 08 10 13 14 15 16 18
19 20。

排列3第16152期预测
百位：3、5、8。十位：4、7、

9。个位：2、4、8。

夏加其

2915476元
16659元
2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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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15 18 22 23 24 30 06

第201606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25注

297注
1725注

11319注
28475注

13731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11注
51注

300注
769注

364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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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开风云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上周万元以上大奖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5月 30日
—6月5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
刮”大奖共3个，其中：1万元-5
万元 1 个；5 万元-10 万元 2
个。目前热销票种有：甜蜜蜜、

恭喜发财、中国红（面值5元）；
神灯、中国红（面值10元）；皇家
金典、中国红（面值20元）；大吉
大利（面值30元）。

河体

十年随缘，她收获大乐透头奖
彩民刘女士昨日喜领奖金934万多元

□记者 张琛星

核心提示 | 刚进入6月
的第一天，我省彩市便传来
佳音，当晚体彩大乐透第
16063期开奖，头奖14注，
花落5地，其中我省郑州彩
民揽入1注，由于这位彩民
是采用追加投注的方式，总
奖金高达934万多元。昨
日，郑州这位幸运彩民刘女
士来到省体彩中心，领取了
这份大奖。

停售前15分钟，她购买了5注大乐透

据介绍，刘女士买彩票10
年有余了，之前都是隔三差五
地购买，最近四五年，钟情于大
乐透，几乎期期都买。“每次都
买四五注，都追加，多的时候买
几十元，平常也不太会分析走
势图，都是自己凭感觉选的号，
万一能中奖呢。”问及平时投注
的习惯时，刘女士说，由于年龄
大了，更多的是图个寄托。平

时也不关注开奖信息，只有在
网点公示号码时，才进行兑
奖。也不知道每天何时停止投
注，一切都随缘分，中奖了算幸
运，不中奖了算支持公益事业，
结善缘。

当天傍晚，刘女士像往常
一样来到体彩网点，了解到当
期还未停止投注时，便拿出自
己琢磨的号码，购买了5注大

乐透追加票，之后便回到家
中。由于没有关注开奖的习
惯，她也没当回事，将彩票放起
来，也不知道当晚近千万的大
奖已经降临在自己身上。当记
者查看中奖彩票时，再次感到
惊讶，彩票的出票时间离当期
的停售时间仅15分钟，也就是
说，要是刘女士当天晚到15分
钟，将与大奖擦肩而过。

凡事随缘，时隔两天才知自己中了大奖

第二天，刘女士如往常一
样，买菜、做饭、与老朋友唠家
常，也没有再留意彩票的事
情。凡事随缘，定有所获，正是
刘女士这样的心态，也让她收
获了惊喜。隔了两天后，她再
次到网点购买大乐透，看到上
期公示的开奖号码，便对照起
来，发现上期自己买的5注号
码中，有1注与开奖号码一模

一样，难道真的中奖了？
回家后，她再次进行对照，

不断问自己是否真的中奖了。
“当时也不敢十分确定，一直在
比对，不敢相信真的中了大
奖。”刘女士说，周末过后来到
省体彩中心，当工作人员告知
确实中奖了，进行兑奖后，她才
彻底确定自己就是当期的“幸
运儿”，一时间她激动不已。“之

前总想着留个念想，十多年了，
没想到居然真的中了。”

问及奖金的用途，刘女士
表示，目前家乡的路还没有修，
下雨天不好走，她想拿出一部
分钱修路，为乡亲们服务。还
要感谢体彩十多年的陪伴，让
她的生活多了乐趣，也结了善
缘，以后会坚持购买，贡献公益
事业。

开幕在即，球队分析看过来
本周六欧洲杯“上线”，一起博取好彩头吧

2016欧洲杯揭幕战将于本
周六（11日）3时在A组法国和
罗马尼亚之间展开，现在将针
对六个小组逐一分析，供广大
球迷作为参考，以及更好地竞
猜，博取好彩头。

法国：“高卢雄鸡”唱响冠
军曲。本土夺冠这一美妙的旋
律，法国人并不陌生，欧洲杯历
史中，1984、2000、2016，法国
本届能否延续逢16年一爆发的
规律，值得期待。小组赛对东
道主而言几无难度。沿着A1
顺位出线之后的法国，目标至
少锁定4强之列。在进入4强
之前，法国所面对的对手只有
C、D、E组的第三名，以及B、F
组第二名的胜者。半决赛极可
能遭遇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中
的一队，是对法国的真正考验。

瑞士：德甲制造，首圆出线
梦。论国际足联排名，瑞士是
本小组中最高的，在整个欧洲
球队中排名第8，在传统的欧洲
杯（16支参赛队）模式下，参加
了3届赛事都止步于小组赛，在
本届首度扩军的欧洲杯中，也
会成为瑞士圆小组出线梦的有
利因素。近几届大赛，瑞士给
人的印象都是防守起家，阵容

完全就是“德甲制造”，但在面
对强队时，瑞士的攻击力还是
疲软，攻坚能力不足将是制约
瑞士走得更远的绊脚石。

罗马尼亚：星味黯淡，二线
联赛选材。从2002年至今，罗
马尼亚已经连续缺席了4届世
界杯以及2004、2012年两届欧
洲杯，在法国和瑞士的夹击下，
罗马尼亚只能依靠他们尚值得
称道的防线，来求一个小组第
三的出线名额，意欲直接以第
二名出线，并不现实。不过进
入16强的话，罗马尼亚难免遇
上B、C组的冠军球队，欲再进
一步甚为艰难。

阿尔巴尼亚：第一鱼腩，列
强抢分对象。这是阿尔巴尼亚
首度打进大型杯赛的决赛圈，
阿尔巴尼亚无疑是本届扩军普
世策略的受惠小国之一。无论
国际足联排名、主流机构的夺
冠指数，阿尔巴尼亚在本届欧
洲杯各队中都忝列末席，是列
强眼中的第一鱼腩部队。

随着欧洲杯的开幕，竞彩
足球也将开启新的精彩，届时，

“看球赛，赢奖金”将点燃整个
夏季，嗨出快乐！

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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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38注
17注

595注
176注

20312注
8191注

370044注
155072注

3804437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6000000元
225905元
135543元

6044元
3626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065期
中奖号码：01 09 18 22 24 11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181371568元,3110745172.7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省体彩中心主任孙和平（左）为大奖得主颁发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