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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1972288元，12503577.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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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9 9 7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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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注

103注
1684注

23637注
303059注

单注金额
0元

53129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1746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229期中奖号码
7 8 10 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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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80元，中奖
总金额为234785元。

中奖注数
3注

459注
7871注
534注
301注
4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229期

单注金额
1300元
440元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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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432元。

中奖注数
768注

0注
1353注

中奖号码：37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434877元
263980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 296350008 元，全省投注总额
12954136元，奖池累计金额 908084049元。

红色球 蓝色球

02 08 25 29 31 32

第201609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63注

1265注
60410注

1152579注
10257110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2注

56注
2747注

56701注
442974注

06

“排列3”、“排列5”第16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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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7注
0注

7063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5注

042

04277
排列3投注总额1250016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405096元。

七星彩第16100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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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二位
5、9，三位4、5，四位3、6，五位0、7，
六位5、6，七位3、8。

22选5第2016230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 3∶2，重点号关注 05、13、19，
可杀号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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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5 06 07 09 12
13 16 18 19 20 21。

排列3第16230期预测

百位：1、5、8。十位：2、5、7。
个位：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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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号“助威”信阳彩民揽金百万
中得双色球5注二等奖，一号之差错失千万大奖

超乎所想，大有“钱”途

体彩“顶呱刮”超大型彩票“超值8”
即将登陆中原

8月 14日晚，福彩双色
球游戏第2016094期开奖，
其中，我省彩民一共获得10
注二等奖，每注奖金207581
元，二等奖中奖注数全国第
一。近日，中得其中5注二等
奖的彩民张先生（化名）来到
省福彩中心领取了奖金，并
向记者讲述了其购彩的心路
历程。

张先生介绍，他的这张
中奖彩票是一张投注金额为
50元的5倍5注单选票。谈
及购彩经历，他更笑着说自
己是福利彩票的老彩民，平
时对双色球游戏偏爱有加，
十多年来为福利事业做贡献
都有几十万了。刚开始买彩
票的时候，张先生还会像别
的彩民一样认真分析中奖号
码走势图，精心挑选投注号
码，可在屡屡与大奖无缘后，
就改为守号投注。他通常会
选上五注号码，然后持续投
注，心情好时多买几倍，感觉

差时就少买一点，若是有中
奖的就把中奖号码剔出去，
重新加一注进去。

8月13日晚上，虽然不
是双色球开奖日，但张先生
当天做成了一笔买卖，小赚
一笔，心情大好的他也顾不
上等到开奖日再买彩票，而
是顺路就走进位于信阳市光
山县光马路福万家向西 30
米的福彩第41650210号投
注站，购买了上百元的双色
球。“中得五注二等奖的这张
彩票是我一直在守的号码，
其实我当天还买了一张‘8+
2’复式票，里面蓝号选的就
有10，可惜了，这张彩票蓝号
没改过来，不然就该中千万
大奖了。”张先生略感遗憾地
说道。

“我这不算幸运，要说幸
运，4月份我们老乡中的那注
双色球千万大奖才真叫幸
运，要知道，我除了这次中五
注二等奖外，还曾中过很多

次三等奖呢，可惜的就是每
次都与一等奖差上那么一
点”。领完奖后，张先生满怀
信心地表示：这次二等奖的
收获让他对未来中一等奖更
有信心，他期望着能再次走
进河南省福彩中心领奖，争
取下次是来领取一等奖。

曹亮

众所周知，每当体彩“顶
呱刮”推出一款新票时，都会
吸引很多新的购买群体蜂拥
而至，也正是在不断地推陈
出新中，“顶呱刮”才有了旺
盛的生命力。

在这个即将过去的夏
天，精彩的里约奥运会赛事
为大家带来了许多震撼和
惊喜，“顶呱刮”也“不甘寂
寞”，在奥运主题即开票“加
油中国”热销的同时，近期
又将带来一款年度重磅新
票——20元面值“超值8”与

我省彩民见面，相信必将再
次掀起新的刮奖热潮。

超乎所想，大有“钱”
途！新票“超值 8”优势凸
显：一款前所未有的大票；一
款年度最具设计感的大票；
一款能够带来无限惊喜的大
票；一款能够带来多重超值
体验的大票。

四大超值，超乎所想！
新票“超值8”亮点突出：1.票
面尺寸大，800元奖级超多，
双色喷码印刷；2.游戏主题：
数字类；3.游戏玩法：找中奖

数字+找中奖符号+两同+翻
倍；4.面值：20元；5.最高奖
金：100万元；6.中奖机会：高
达30次。

首屈一指的超大型票
面、超多中奖机会的新购彩
体验，激情澎湃的滚滚财富
热浪，诱惑无限的百万元级
头奖。喜欢“顶呱刮”的彩民
朋友们不妨去一试运气，在
这炎炎夏日，使出您的洪荒
之力，来刮“超值8”吧！

河体

外地夫妻游开封
买排列五中10万

8 月 17 日 体 彩 排 列 五 第
16223期开奖，全省共中出一等奖
两注，分落开封和鹤壁。23日一
早，开封分中心迎来一对外地的小
夫妻，他们说着一口纯正陕西话，
经过体彩开封分中心工作人员的
了解，原来这对小夫妻就是中得排
列五一等奖10万元的幸运儿。而
且他们是休假来开封游玩，中奖实
属意外惊喜。

男士很健谈，他给我们讲述着
中奖经过：“开封真是个休闲的好
去处，人好景美，给我留下印象最
深的就是咱们体彩网点的销售员
非常热情。那天，我们在风景区玩
了一天，天气很热人也很累，看到
一家体彩销售网点就进到里边坐
坐，想休息一下腿脚。一进门就感
觉到阵阵凉意，特别舒服，再看到
墙上整齐的图表、干净的座椅，顿
时让我倍感轻松惬意，让我这个老
彩民有了回家的感觉。当即我就
决定在这买几注彩票，而且每种玩

法都买几注。销售人员一边给我
详细介绍各种玩法技巧，一边还特
别贴心地给我们送了两瓶矿泉
水。”这位中奖彩民告诉记者，他随
即就跟老婆一起开始选号码，从幸
运号码到生日、结婚纪念日、手机
号，买了七星彩、大乐透、排列五，
还试了几把泳坛夺金，虽然没中
奖，但是开封体彩网点给他们留下
了好印象，买完彩票后便高高兴兴
地回宾馆休息了。

游玩结束快回家了才想起还
有几张彩票没查开奖信息，结果一
查发现排列五中了10万元，这是
真的吗？中奖彩民说：“当时我俩
都不相信，看样子开封真是我俩的
福地啊！在家时也经常买，真没中
过大奖，当时我俩兴奋地抱在一起
蹦起来，这注中奖号码是我用结婚
纪念日组合出来的，真的是太幸运
了，我准备用这笔奖金当成我们的
旅游资金，明年还来开封度假。”

河体

河南体彩上周（2016年
8 月 15 日-2016 年 8 月 21
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
大 奖 共 3 个 ，其 中 ：1 万
元-5 万元 2 个；5 万元-10

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有：报喜

（面值2元）；发财树（面值5
元）；加 油 中 国（面 值 10
元）；富贵竹（面值 20元）；

大吉大利（面值30元）。体
彩“顶呱刮”，刮出精彩生
活！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上周战报

中奖彩票 省福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