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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每注金额
77302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256期中奖号码
2 8 10 1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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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796元，中奖
总金额为174530元。

中奖注数
1注

246注
5329注
214注
280注

7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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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734元。

中奖注数
791注

0注
1033注

中奖号码：628

“排列3”、“排列5”第16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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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2注
0注

9795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2注

137

13701
排列3投注总额13297456元；排列

5投注总额8808502元。

福彩3D第16257期预测
比较看好 2、3、6 有号。四六

分解式推荐：2368——014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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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7、57、59、78、79。

跨度参考 3、4、5、6、7、8，和值
参考09至20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

025、027、028、029、035、037、038、
067、068、124、125、128、129、138、
139、146、156、168、169、249、344、
347、348、355、358。

双色球第16110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3、05、06、

11、18、23、24、27、28、30、31。
蓝色球试荐：05、06、07、09、

11。 徐新格

七星彩第16111期预测
重点号看好 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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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
位 4、8，三位 0、9，四位 5、8，五位
5、6，六位1、9，七位4、8。

排列3第16257期预测
百位：1、6、8。十位：2、4、9。

个位：1、4、7。

22选5第16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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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可
杀号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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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8 09
10 12 14 15 17 20。 夏加其

专家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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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注
1注

72注
29注

860注
239注

34454注
12067注

605286注
205945注

5300033注

单注金额
6772123元
4063273元

92985元
55791元
3221元
1932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110期
中奖号码：07 20 21 23 30 07 10

本期投注总额为 179311987元,3442910758.4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1613132元
28805元
2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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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5 09 20 23 26 30 07

第201611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8注

200注
666注

7910注
15483注
93726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5注

30注
261注
562注

3036注

大乐透第16111期预测
推荐“9+3”：04、09、13、18、20、

24、27、29、33 +03 05 07。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2016年 9月
12日—9月18日）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大奖共4个，其中，1万元

~5 万元 2 个；5 万元~10 万元 1
个；25万元1个。目前热销票种：
超值8（面值20元）。 河体

为求突破，她放弃16年的“旺站”转攻竞彩

李志平：成功就是每天进步一点

为求突破，她放弃16年的“旺站”

上世纪90年代初，因单
位效益不好，李志平夫妇双
双下岗。2000年的一天，抱
着尝试的心态，夫妻俩申请
成为河南第一批体彩网点业
主。“老网点在河大附近，当
时就在街边开了一个小窗
口，生意并不好。”李志平回
忆说，当时挣的刚够交房租，
为了提高业绩夫妻俩又几经
周折找了一间小门面房。“光
有门面还不行，老话说得好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别人9
点多开门我7点多就营业，就
这样坚持了十多年。”李志平

当时的经营理念是，只要店
里灯常亮，就能引得客流来。

为了留住彩民，“我也会
自掏腰包做活动，比如有彩
民中奖了，不管大小，我都会
送一瓶水或其他小礼品，这
叫喜上送喜。”就这样靠着点
滴积累，李志平的销量越来
越好，人也越积越多，一个月
卖20多万不成问题。

不过，长年累月一个人
守在店里，让她的精神和身
体每况愈下。“当时丈夫在郑
州工作，店里店外都是我来
打理。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忘

事，有彩民这边给过钱我那
边就没印象了。”李志平说，
年岁增长，精力跟不上，另外
她觉得雇的人肯定没自己上
心，“当时正好赶上竞彩上
市，我就想趁着这个时机换
个环境，一来调整下状态，二
来想进行自我改革。”

李志平把转让网点的想
法告诉了亲友和丈夫，亲友
说她傻，而丈夫也劝她“再观
察一段时间”。但一心想冲
破“老圈子”的李志平不想再
等了，二话没说就把老网点
退掉。

从头再来，转攻竞彩求进步

2016年 2月初，李志平
又申请一家体彩网点，她摒
弃老模式、老思维，从自身开
始“改造”，潜心向其他竞彩
业主请教，向年轻人学习新
事物。就这样，她花了1年
时间玩转了微信、看懂了足
球。除了参加分中心的培
训，她还主动跟资深竞彩业
主学习。靠着点滴积累，曾
经的竞彩足球“门外汉”现在
也能给彩民推荐比赛了。

李志平指着竞彩计划单
说：“除了固定跟单外，我自
己也写些推荐，现在来玩竞
彩的彩民多一些。”李志平告

诉记者，虽然新网点生意不
如以前，但是新环境让她有
更多时间学习新知识。“改革
如果没魄力、不懂取舍，我现
在肯定还在老圈子里转悠。”

看着李志平的大转变，
她的老朋友为之惊叹，还有
些老业主也跟着她求突破、
求革新，李志平也十分热情
地分享自己的经验，这也让
她结识了不少好朋友，谁家
有个困难她总会第一时间伸
出援手。有次，一位老彩民
做手术需要40多万，但苦于
资金短缺，李志平得知后想
都没想捐了款；还有一些新

网点的业主也会找到李志
平，向她求教经营方法，李志
平也毫不吝啬，倾囊相授。

帮助是相互的，回报也
是相互的，靠着点滴积累，李
志平新网点的生意渐渐有了
起色，“有活动的话一个月能
卖一二十万。”李志平踌躇满
志地说，在她16年的经营过
程中，她学到了很多，“既然
选择突破自我，就没想过后
悔。现在我脑海里有很多规
划都没实施，但我明白做事
不能太急、太快，只要每天都
进步一点点，久而久之离成
功也不远了。”

李志平正在给彩民出票 记者 吴佩锷 摄影

□记者 吴佩锷 实习生 张玉韫

核心提示 | 为了突破自我，她将经营了近16年的体彩网点退掉，另寻他处又开了一家
体彩店；为了学习新东西，她虚心向年轻人学习，花了1年的时间玩转了微信、看懂了足
球。她叫李志平，是开封市珠玑巷体彩第4102024009号网点业主，用她的话就是：
“我不怕从头开始，只要每天进步一点，就等于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