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2016年9月21日 责编 吴佩锷 美编季枫 邮箱 dd1966@163.com财经彩票

第16111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2715694元，1399677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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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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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

27注
281注

2825注
34974注

366704注

单注金额
5000000 元

8682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100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257期中奖号码
5 9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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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372元，中奖
总金额为440518元。

中奖注数
28注

1415注
12222注

609注
1038注

73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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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9448元。

中奖注数
928注

0注
1098注

中奖号码：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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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9839元
255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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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664040 元，全省投注总额
13317976元，奖池累计金额 1037073225元。

红色球 蓝色球

05 07 28 31 32 33

第201611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5注
55注

1231注
62786注

1133745注
1328634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5注

44注
2440注

47993注
534515注

08

“排列3”、“排列5”第16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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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6注
0注

7664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3注

389

38909
排列3投注总额13259786元；排列

5投注总额8441980元。

七星彩第1611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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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二位
2、7，三位4、9，四位6、8，五位3、9，
六位4、6，七位4、9。

22选5第1625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3∶2，奇偶比

例关注 2∶3，重点号关注 06、13、
18，可杀号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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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6 07
09 10 12 13 16 17 18 20。

排列3第16258期预测
百位：0、6、7。十位：2、4、5。

个位：3、4、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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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月圆，举家团圆。9月15
日晚7点，中秋之夜，商丘市长江
东路“中福在线”销售厅传出喜讯，
彩民在“连环夺宝”游戏第二关中
拍出20个绿宝石，一举拿下全国
奖池累积奖25万元。本次中奖是
该销售厅本年度第5次拿下全国
奖池累积奖，今年以来商丘市共中
出全国累积大奖7个。

据了解，当日彩民是下午来销
售大厅休闲娱乐的，在办好投注卡
后，在11号投注机上开始投注，进
行连环夺宝游戏，在一段时间后，
游戏刚进行到第二关，他看到屏幕
上突然落下20颗绿宝石，5秒钟后
屏幕上显示“恭喜你中得全国累积
奖25万元”。本次投注是每注70
分的方式，25万元大奖的突然降

临，让彩民激动地欢呼起来，旁边
的彩友纷纷站起来观看，恭喜他。

目前商丘市有四个中福在线
销售大厅，分别是长江东路和长江
西路销售厅、虞城和柘城销售厅，

“连环夺宝”游戏色调亮丽、情节丰
富、形式活泼，简单好玩返奖率高，
游戏中共设3关，每关都有夺取全
国奖池的机会，满足第一关16颗
相连相同的宝石，第二关20颗相
连相同的宝石，第三关24颗相连
相同的宝石即可夺取全国最高
奖。中福在线彩票在商丘上市以
来，接连爆出大奖。同时，中福在
线销售厅环境舒适怡人、服务贴心
细致、即中即兑，是广大市民娱乐
休闲的好去处。 豫福

郑州俩彩民不期而遇领大奖
中秋之夜，两人分别中得双色球812万元、782万元

9月15日，恰逢一年一
度的中秋佳节，福彩双色球
喜迎2016108期开奖，当期
开出红球02、03、07、08、19、
26，蓝球为16。当期共中出
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高达
782万元，散布5省市，其中
河南以中得两注一等奖稳居
全国大奖榜榜首。

位于郑州市长江路仁和
路北50米路东的41011650
投 注 站 点 ，彩 民 以 一 张
10010 元金额的“15+1”复
式票，摘得一等奖一注，三
等奖54注，四等奖540注，
五 等 奖 1680 注 ，六 等 奖
2730 注，中奖金额 812 万
元；位于郑州市国基路与中

方园口南100米的41012205
投注站点，彩民以一张6元
金额的三注单式彩票，斩获
一等奖一注，中奖金额782
万元。

9月18日上午，中秋小
长假的第一个工作日，省福
彩中心兑奖室里迎来了几位
客人，一走进门，起初以为是
一起来福彩中心结伴领奖，
细问究竟，方知是巧合。在
简单介绍之后，记者先采访
了782万元得主张先生，他
略显拘谨，总是三言两语带
过，“我买双色球有四五年，
前面两注是机选的号码，这
注中奖的号码是我守的
号”。问及守号的诀窍，张先

9月 19日，体彩大乐透
第16110期全国井喷8注头
奖。1注为1083万元(含406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
奖，出自江苏；7注为677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花落江苏(3
注)、北京、浙江、安徽和河南。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
出号码“07、20、21、23、30”，
后区开出号码“07、10”。从
整体上看，前后区奖号仍然
以大号为主，小号仅开出前
区“07”，且为前区稍冷号码，
此前曾有20期没有露面；连
号组合开出“20、21”；“23”为
隔期开出号码；3字头大号开
出“30”。冷号方面，截至目
前，前区的“15”已有25期没
有现身。

数据显示，江苏中出的

1083万元出自苏州，中奖彩
票为一张5注15元的单式追
加票，其中 1注号码击中头
奖。而河南中出的677万元
头奖出自郑州，中奖彩票为
一张“6+3”复式票，投入36
元，共中出一等奖1注、二等
奖2注、三等奖5注、四等奖
10注，单票累计擒奖697万
元。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
了追加投注，江苏苏州的幸
运彩友多拿了406万元追加
奖金，从而使得单个头奖的
奖金超过了千万元大关。

本期二、三等奖的中奖
数量颇多。二等奖开出 72
注，每注奖金为9.29万元；其
中29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 5.57 万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14.87万元。三等奖开出860
注，每注奖金为3221元；其中
239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1932元。追加后，三
等奖单个总奖金为5153元。

奖池方面，34.42亿元滚
存 至 9 月 21 日 开 奖 的 第
16111期，这一水位较上期微
降，但仍保持高位。 河体

两张彩票分别击中812万元（左）、782万元（右）。省福彩中心供图

生道：“没啥，我就是觉得顺
眼！”

在采访张先生的同时，坐
在屋子一角的方女士，始终在
一旁默默聆听，脸上不时浮现
友善的微笑。问及方女士的购
彩经历，方女士开门见山，“我
买双色球也就是这两年，以前
买其他的彩票，没中过啥奖，自
从改买了双色球之后，我中过
一次‘5+1’，那个劲真让人难
受，从那以后，我开奖当天不看
彩票，睡不好觉！”问及这次的
投注方式，方女士笑着说，“这
次我发了狠心，上次我整了个

‘5+1’，随后没过多长时间，我
有一次选号，也是复式，把心爱
的三个中奖号码全部杀掉了，
要不然，前一段时间我就该中
了，这次买彩票的经历让人心
痛，从前两次经历汲取教训，才
让我这次中秋节采取‘15+1’
购彩方式进行投注”。谈到购
彩心得，方女士坦言，“我喜欢
把小走势图买回家研究，家人
笑话我画的是什么，我告诉他
们我在研究心电图”。

当谈到中奖后有没做善事
捐款的打算，方女士答道，“中
国人讲究感恩，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给了我那么大的回报，
圆了我的财富梦，我想用自己
的方式为周围的人默默地做些
善事”。 豫福

郑州彩民擒大乐透头奖1注
奖金677万，当期奖池滚存至34.42亿

商丘彩民喜中
中福在线25万元大奖

我省自9月份开展“买超值
8、赢金条、送座驾”即开主题促销
活动以来，深受广大彩民欢迎，掀
起了一股踊跃购买、广泛参与的
浪潮。

活动一（送座驾活动）已于9
月15日顺利结束，全省累计送出

电动车581辆；活动二（赢金条活
动）仍在火热进行中，截至9月18
日，全省累计送出金条73根。

目前，活动还剩10天，机不可
失、时不再来！更好购彩体验、更
多金条大奖，认准体彩“超值8”品
牌，一击制胜吧！ 河体

“买超值8、赢金条、送座驾”
火热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