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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1565332元，12275939.75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5666043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0注
5注

100注
1588注

21591注
263856注

单注金额
0元

65190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1291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94期中奖号码
7 8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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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734元，中奖
总金额为1856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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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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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2139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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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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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投注总额 291921542 元，全省投注总额
11855142元，奖池累计金额 10562120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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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排列5”第16194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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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3
组选6

17382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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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12注

557

55725
排列3投注总额13357976元；排列

5投注总额8187736元。

专家荐号

七星彩第16085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0、5、8，奇偶比例关

注 3∶4，大小比例关注 4∶3，定位重点关
注号码：一位0、7，二位6、5，三位1、8，四
位4、5，五位5、6，六位0、4 ，七位2、7。

22选5第1619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关注2

∶3，重点号关注 04、10、19，可杀号 08、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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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04
06 07 09 10 13 16 18 19 20。

排列3第16195期预测
百位：0、3、6。十位：2、4、5。个位：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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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彩民喜中七乐彩头奖

7月 13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开奖号码为 04、11、14、
18、21、22、29，特别号码为20，全
国唯一1注七乐彩头奖花落三门
峡市渑池县新市场41620403号
投注站，一位幸运彩民收获了大
奖198万元，这也是三门峡福彩今
年送出的第一个百万级大奖。

7月14日一早，渑池福彩业
主张女士开机后发现中奖通知里
竟然是自己的投注站号，再仔细
一看，激动得大喊起来，“我站中
大奖了，七乐彩198万元大奖”，刚
走进店里的彩民也一下子围了过
来，虽然不是自己中大奖，但中奖
的好消息还是让彩民们兴奋不
已，议论纷纷。张女士一早上更
是忙得不亦乐乎，张贴喜报、放鞭
炮、买喜糖，并在福彩门头LED屏

上打上字幕滚动宣传，将中奖消
息告诉彩民们。

盛夏时节，七乐彩1亿大派送
活动仍在继续中，本活动自2016
年6月3日起，连续35期，每期安
排200万元进行派奖，其中：2016
年6月6日（2016065期）、2016年
7月7日（2016079期）、2016年8
月8日（2016092期）分别追加派
奖1000万元。本次派奖最大亮
点一是派奖持续时间历史最长；
二是每月一个惊喜日加奖1000
万元。

“1亿狂欢，乐彩一夏”，多重
惊喜带您盛夏狂欢。今晚，七乐
彩2016084期即将开奖，派奖奖
金400万，期待彩民朋友们能与
大奖不“七”而遇。

豫福

大乐透再送足额大奖

机选守号，俩彩民3元中1600万
□记者 张琛星 吴佩锷

机选追加，90后女孩捧回1600万元

7月8日，体彩大乐透第
16070期1600万元大奖东莞
得主现身领奖，令众人感到意
外的是，中奖者是一位90后
女孩，仅用 3元便命中 1600
万大奖，现场她讲述了自己的
中奖经历。

据介绍，该女孩刚大学毕
业参加工作，6月16日，她下
班后，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
想起几天没买大乐透了，于是

她走进了一家网点，机选了一
张3元追加的大乐透，买了之
后就随手把彩票放在包里。
第二天她就出差到外地学习，
直到6月30日才回来。刚回
来几天，碰巧遇到网点在举行
大奖庆典活动，这才想起自己
还有一张彩票未兑奖，赶紧进
行查询。这一查，天啊！自己
竟然就是那个千万元大奖得
主，那一刻，她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随后调整心情才接
受了中奖的事实。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
些天太兴奋了，连续几天都难
以入睡，不知所措，因为不确
定自己是不是真的中奖，所以
至今也没敢把中大奖的事情
告诉父母”。当谈及奖金如何
使用时，女孩表示等领了大奖
再告诉父母，然后会帮助身边
的人，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借号坚守，老彩民6年换来足额大奖

7月9日晚，天津彩民喜
中大乐透第16079期1600万
追加头奖，这也是天津彩民首
次中得大乐透足额追加一等
奖，然而这注大奖竟是彩民

“借”来的。
中奖彩民冯先生（化名）

是位老彩民了，2010年，他在
体彩网点购买彩票时，无意
中发现了一张中奖彩票：“07、
14、15、20、27+05、10”，当时
这组号码为彩民带来了接近

万元的奖金。于是，冯先生便
“借”来了这组号码，投注了一
张3元的追加票。“号码对我
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只
是当时感觉号码吉利，干脆就
这样投吧。”

就这样，冯先生每期开奖
前都要到网点进行守号购
买。7月10日晚，当冯先生再
次来到网点，准备投注下一期
的大乐透时，发现网点公示的
中奖号码与自己守了六年的

号码完全一致，真有点不相信
自己的眼睛，“我这次反反复
复核对了好几次，才确定自己
中奖”。

7月12日上午，冯先生和
爱人一起来到当地体彩中心，
领取了这注足额大奖。“买彩
票主要还是看感觉和运气，相
比之下，投注技巧就显得不重
要了。”冯先生说，坚持最重
要，跟做事业、做人是一个道
理，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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