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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3696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277期中奖号码
2 8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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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84元，中奖
总金额为172378元。

中奖注数
2注

271注
5289注
171注
335注

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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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292元。

中奖注数
441注

0注
941注

中奖号码：085

“排列3”、“排列5”第16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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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6注
0注

13191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82注

584

58471
排列3投注总额13716812元；排列

5投注总额8636058元。

福彩3D第16278期预测
比较看好小号1、5、6有号，重

点可关注百位或个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1568—023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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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34、02、04、78、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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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035、055、057、067、116、118、126、
128、136、138、145、146、148、166、
167、188、259、267、269、338、367、
457、459。

双色球第1611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4、05、06、

07、13、15、20、23、27、29、30。
蓝色球试荐：04、06、07、09、

11。
徐新格

七星彩第16120期预测
本期重点号码看好 2、4、9，

奇偶比例关注 3∶4，大小比例关
注 3∶4，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2、4，二位 4、7，三位 0、6，四位 3、
9，五位2、9，六位1、4，七位2、6。

排列3第16278期预测
百位：2、4、7。十位：1、5、8。

个位：0、3、7。

22选5第1627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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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2
13 15 16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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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
1注

98注
7注

631注
289注

25168注
9026注

469991注
165930注

4969500注

单注金额
8573445元
5144067元

87730元
52638元
4334元
2600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119期
中奖号码：02 03 09 21 22 05 10

本期投注总额为 175765163元,3569855994.4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0元
21104元
1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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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2 23 29 02

第201611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0注

324注
604注

9756注
10848注
9962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2注

19注
9注

350注
315注

3208注

投注6元，命中奖金1000万元

三门峡彩民喜领大乐透头奖

大乐透第16120期预测
推荐“9+3”：05、07、10、15、19、

22、25、28、32 +04 05 08。

□记者 杨惠明

本报讯“十一”国庆黄
金周，体彩大乐透上演大奖
不断的好戏！

10 月 3 日，大乐透第
16116期开奖，全国送出2注
1000万大奖，其中一注幸运
落入我省三门峡彩民手中。
紧接着 10 月 5 日，大乐透
16117期开奖，全国开出五注
767万余元头奖，我省洛阳彩
民有幸再擒其中一注。巧合
的是，这两位幸运彩民的中
奖彩票均为投注金额6元的3
注单式票。

昨日上午，大乐透16116
期的头奖得主，三门峡彩民
张先生一早来到省体彩中心
兑奖。据了解，张先生买彩
票有些年头，期期都买，但是

每次在彩票上的投入金额都
是根据手头里的零钱状况，
零钱多了多买几注，零钱少
就少买几注。

此次，张先生的中奖彩
票上一共选了三注单式号
码，正是第一注号码击中了
当期头奖。问起这注号码有
何选号技巧时，张先生笑着
说：“要说技巧还真没有，就
是看了看走势图后自己选的
号码，当时除了这张票，另外
还打一张两注追加票，追加
没中，反而是这张中了。”

据张先生自己介绍，生
活中的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更不爱打牌，唯一的兴趣爱
好就是买彩票了。没有固定
的买彩地点，走到哪儿就买

到哪儿，只要有空或者路过
投注站那就必须买上几注，
多年来已然成为习惯。

10月 3日当天，张先生
买完彩票就放起来了，因为
没有及时核对中奖的习惯，
两天后才知道自己中奖，“当
时知道自己中奖还是很激动
的，不过这两天已经调整好
心态，现在感觉已经平静
了！”至于奖金的用途，张先
生表示暂时还没想好，等领
完奖后回家好好规划一下。

最后，张先生还表示，希
望广大彩民买彩票要保持平
和心态，要理性有节制，中奖
了当然值得高兴，不中奖就
当支持体彩公益事业，何乐
而不为！

国庆节假期的第4天，10月份
刚在河南上市发行的“我爱中国”
系列即开票10元面值票中出25
万元头奖 ，被来自漯河临颍的彩
民刮中！

据中出大奖的411220002体
彩店业主崔五州介绍，10月4日下
午2点多钟，从隔壁理发出来的彩
民小张来到他的体彩店，看到地上
一片刮过的红彩票，就问：“这是弄
啥哩,这么多票?”

业主崔五州连忙介绍：“这是
体育彩票刚上市的新票‘我爱中
国’，来吧，刮两张，刮中100元或
1000元的奖金，我再单独给您额
外的实物或彩票奖励！”小张一听，
开玩笑说，刚理过发，从头再来，好
运来嘛，先拿几张试试手气吧！

新打开包“我爱中国”，小张就
挑选了几张刮了起来，刮完后里面
有3个10元，就又换了3张，刮到
第11张的时候，上边的游戏区“中
奖号码”是10、04，右边“你的号
码”第二排第二个，出现了一个
04，这张又中了，刮开一看，显示中
奖金额的数字是“250，000”，这是
真的吗？小张激动万分：“我中
了！我中了！没想到，理发过来在
体彩店转了一圈，就中了这么大的
一个奖，这个国庆节，真是太有纪
念意义了！”

10月8日上午，彩民小张来到
体彩漯河分中心领取了这份大
奖。谈及中奖心得，他表示，“只要
用心支持体育彩票事业，幸运之神
终将降临到你身边！” 河体

体彩“我爱中国”送大奖

漯河临颍彩民
“刮”中25万元大奖

9月份，共有来自17个
省区市的彩友分享了这48注
头奖。其中，河南、山东和江
苏彩友各斩获 6注，并列第
一；广东和黑龙江彩友各中
得5注，紧随其后；浙江、云南

彩友各有3注落袋。
据统计，河南中出的6注

头奖分落郑州(2注)、焦作、新
乡、平顶山和商丘；江苏中出
的6注头奖分落镇江(3注)、
南通、苏州和无锡；山东中出

的6注头奖分落聊城、东营、
济南、淄博、济宁和临沂，其
中，济宁一彩友中出1600万
元单注最高奖；黑龙江中出
的5注头奖全部落入牡丹江
一位彩友之手。

体彩大乐透9月“盘点”：

头奖开出48注，河南中6注
据统计，9月份，体彩大乐透共开奖12期(第16103期至16114期)，累计销售21.93亿元，为

社会筹集公益金约7.67亿元(不含弃奖部分)。头奖共开出48注，单人最高擒奖5285万元，单个
最高头奖为1600万元。其中，河南、江苏、山东彩友各中得6注，夺金数并列第一。

9月份，体彩大乐透连续
12期共开出48注头奖，单注
最高奖金为1600万元，最低
654 万元，单人最高擒奖
5285万元，平均每注奖金为
904 万元。其中，27 注为
1000万元及以上大奖，千万
元头奖占比为56.25%。

9月 12 日，第 16107 期
全国开出7注头奖，其中，6注

为1057万元追加投注头奖。
黑龙江牡丹江市一位年过50
岁的彩友包揽其中5注，一人
揽奖5285万元，中奖彩票为
一张5倍倍投、15元投入的
单式追加倍投票。9 月 13
日，中奖彩民火速现身领奖，
该中奖彩民说，他坚持买体
彩大乐透将近10年，得知中
奖时“都快忘了心跳了”。据

了解，该幸运儿是一位经商
的生意人，中得如此大奖，他
内心激动不已，连降压药、救
心丸都用上了。

9月21日，第16111期全
国开出1注追加投注头奖，单
注奖金高达1600万元，被山
东一位幸运彩友收入囊中。
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15元投
入的单式追加票。

9月份，体彩大乐透累计
销售21.93亿元，筹集公益金
约 7.67 亿元 ( 不含弃奖部
分)。体彩大乐透的公益金提

取比例为35%。
此外奖池也保持高水

位，平均每期34.75亿。9月
份，大乐透奖池继续保持在高

位。奖池水位最低为34.37亿
元，最高为35.15亿元，平均每
期为34.75亿元，其间不断刷
新历史纪录。 河体

一个月送出48注头奖，平均每注904万元

头奖48注分落17个省区市，河南中6注

销售21.93亿，奖池平均每期34.7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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