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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8494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67期中奖号码
2 3 4 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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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366元，中奖
总金额为163585元。

中奖注数
4注

293注
5323注
274注
197注

8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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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710元。

中奖注数
288注

0注
686注

中奖号码：249
“排列3”、“排列5”第16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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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注
7033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3注

969

96909
排列3投注总额13582504元；排列

5投注总额8493036元。

1065949元
19299元
1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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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5 06 08 10 11 28 30

第201607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16注

478注
1143注

14142注
18248注

153794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22注
44注

519注
618注

4664注
2016复式
投注派奖 0注 3注 1333333元

比较看好 1、2、6、9 有号。
四六分解式则可参考：1269——
034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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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6、39、78、79、89、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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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026、
027、056、067、127、128、136、
144、148、156、157、168 177、
227、228、244、267、268、479
499、667、668、677、679。

排列3第2016168期预测

百位：2、3、8。十位：0、5、7。个位：1、4、6。

大小比例关注1∶4，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7、16、
20，可杀号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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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 06
07 10 13 15 16 17 18 20 21。

22选5第2016168期预测

夏加其

红色球试荐：01、04、05、08、
09、13、14、19、20、22、30、31。

蓝色球试荐：05、07、09、10、
12。

福彩3D第2016168期预测

双色球第2016072期预测

徐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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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注
12注

633注
225注

28301注
10915注

515279注
196729注

5012918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0元
196081元
117648元

4388元
2632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072期
中奖号码：16 20 24 26 31 04 09

本期投注总额为 175717401元,3244300482.4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专家荐号

6月9日，双色球第16066
期开奖，当期全国中出10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为593万元，其
中1注花落广东中山。近日，
大奖得主小丁（化名）在父亲的
陪同下来到当地福彩中心办理
兑奖手续。

据了解，小丁出生于1992
年，目前从事灯饰行业工作。
小丁表示，他在广州读书时就
开始接触彩票，而这次的中奖

号码他是按照当初双色球机选
的号码凭感觉修改了一下，一
直买下来的，每期都买10元，
不知不觉就买了三四年，其间
也没中过什么大奖，这次中奖
可算是意外之喜。

知道自己中奖后的小丁坐
立不安，他说道：“开奖当天晚
上我就知道自己中奖了，但因
为恰逢端午假期，只能等到今
天才来兑奖。这几天我怕弄丢

彩票，就先用信封装好彩票，再
在外面套了2个文件袋，放在
桌上用几本书压好，不时就要
去看一眼，紧张得一连几天都
没有睡好。”

至于中奖之后的打算，小
丁表示要有效利用好这笔奖
金，除了拿出部分奖金改善家
里人的生活以外，大部分会用
来投资理财，让财富增值，有机
会再考虑自己做点生意。

任性！俩彩民凭感觉中双色球头奖
中奖后的不同反应：一个淡定领奖，一个坐立不安

□记者 杨惠明

投入4元 随手选2注号码

6 月 16 日 晚 ，双 色 球
16069期开奖，全国开出6注头
奖，其中一注头奖被深圳彩民
蒋先生(化名)擒获，奖金高达
739万多元。20日一大早，蒋
先生现身当地福彩中心兑奖。

蒋先生办理兑奖期间，整
个人都显得相当淡定。据了
解，蒋先生是出生于安徽的80
后，到深圳工作多年，购买彩票

的时间不是很长，才一年多，买
彩票没有特定的习惯，也不会
守号，每次买彩票都是按照自
己喜欢的号码选上几注，或是
直接机选，每次买彩票的投入
在10元至20元间。

开奖当天，蒋先生如常来
到投注站，随手选了2注号码，
投入仅4元。当晚，他通过上
网查询号码得知自己中了一等

奖，开奖次日由于工作太忙没
来得及去兑奖，6月20日特意
请了假过来。

对于自己幸运中得一等
奖，蒋先生表示这都是“缘
分”，他说：“中大奖都是看缘
分吧，撞上了也就中了。”在一
旁陪同兑奖的蒋父也笑着表
示，中大奖这事不能强求，要
随缘分的。

每期买10元 机选后再修改

常做统计，投注“二不同”
说起福彩“快3”，可谓是

有欢喜有遗憾，号码少、开奖
快、中奖易，中过小奖，拿过

“豹子”，同时也错过和值。之
后的一段时间，调心态、细观
察、慢摸索，掌握了一套简单
易行的技巧与方法，也多次中
得奖金，去年春节前用此方法
成功拿下“豹子”。

事实胜于雄辩，至于这些
方法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彩
友们可以试一下，便会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平时，我比较喜
欢投注“二不同号”。以2016
年5月5日~11日为例，根据7
天的开奖号码，每天1~10期
作 为 统 计 ：5 日 ，“13”、

“34~36”未 出 现 ；6 日 ，
“13~16”、“35”未出现；7 日
“35”、“36”、“56”未出现；8
日，“12”、“23”、“24”、“35”未
出现；9 日，“14”未出现，10
日，“16”、“23”、“24”未出现；
11日，“36”、“56”未出现。通
过统计可以看出，15组“二不
同号”，至少有10组在每天前
10期内未能出现，也给选择带
来了很大空间。

我 大 多 选 择 投 注
“24~26”，大小搭配，这样的投
注给我带来了不少机会。例

如，5月7日开奖号为“245”，
我投注6元中得56元，当期投
注时，根据观察，我先买一注

“24*”，再买入一注可能性较
大的“25*”，然后综合对比，买
入三不同号“245”，最终收获
奖金。

关于“二同号”投注，我也
有自己的看法，与前面的“二
不同号”方法大同小异，只是
出现的频率低一些。同样以
5月 5日~11 日为例，7天出
现“二同号”245次，平均每天
35 次，最高是 5月 8日的 42
次，最低是5月7日的29次，
只要坚持就有收获。5 月 6
日，通过观察，我选择组合

“22”，然后复选 1注，单选 5
注，最终开奖“122”，收获奖
金95元。

“快 3”不同于其他的彩
票，时效性比较强，十分钟一
期，一旦错过，就不会再出
现。因此，我大都采用2元一
注的“保本”法，然后再分析如
何投注。此外，我购买“快3”，
坚持稳中求胜的原则，由于家
庭原因，很注意收入与支出的
关系。总之，买彩票，找乐趣，
人不贪，没负担，慢钱胜快
钱。 韩延平

作为进城务工人员，河南
福彩“快3”游戏是我玩乐休闲
最好的“利器”。

选择玩“快3”，皆因它好处
多多。除了开奖期数多、开奖
间隔小、很有趣味性之外，重要
的一点就是返奖率高，中奖特
别容易。虽然双色球动不动就
是“二元就中一千万”，但那毕
竟中奖率低，而“快3”对于普通
老百姓来说，更好玩，更接地
气。

今年4月24日，在南阳邓
州中心菜场附近的一家福彩
投注站里，那天放假的我闲来
无事，便在福彩店花了10元，参
与了20160424019期“快3”游
戏，当期开奖的号码是“5、4 、
4”，我当时买了“225”两倍选，
还选了“二同号复选”“22*、
44*、11*”，这样，我当期花了10
元，几分钟后中奖15元。

一出手就有收获，让我信

心十足。在接下来的游戏中，
我准备将刚刚中得的本金加奖
金15元，再添1元，全部投入新
的 游 戏 中 。 这 样 ，在
20160424019期中，我依据自
己坚守的心水号“2”作发挥，用

“二同号复选”的方式，买了
“22*”四倍投，加“251”四倍投
数字，共花费16元。想不到，那
期开出了“221”这个数字，我的

“二同号复选”全中了，一注15
元，8注是120元。

领着奖金，我高兴极了，当
时就到凉菜店，买了几盘凉菜
给工友们开荤。当时，工友们
开玩笑说我，手气这么好，为啥
不继续全押上？我笑呵呵地回
答他们：“买‘快3’，就得像钓
鱼，心态放平，不能急躁，再说，
这玩彩，重要的是玩，要赌彩
了，那也没有意思，何况好运
气，也不可能一直降临在我的
身上。” 田明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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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3”点亮我的务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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