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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2184110元，323072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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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8 5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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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注
183注

1916注
24370注

293274注

单注金额
5000000元

23940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27002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292期中奖号码
2 6 8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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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766元，中奖
总金额为160852元。

中奖注数
3注

226注
4515注
134注
174注
11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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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948元。

中奖注数
341注

0注
811注

中奖号码：507

“排列3”、“排列5”第16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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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5注
0注

933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3注

240

24002
排列3投注总额14851866元；排列

5投注总额8695094元。

七星彩第16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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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二位
4、7，三位3、4，四位0、5，五位5、8，
六位2、9，七位5、6。

22选5第16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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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14，可杀号 0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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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8 09 10 13 14 17 18 21。

排列3第16293期预测
百位：3、4、9。十位：4、5、8。

个位：2、3、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扫一扫”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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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热心大姐

杨秋芳的笑容让彩民如沐春风

□记者 吴佩锷 实习生 张玉韫

核心提示 | 杨秋芳，漯河体彩第18412号网点业主，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热心大姐，这
些标签是彩民们对她的评价。2013年春节，在她的帮助下，一位年轻小伙儿才“捡回”
了100万元，为了中奖彩民的人身安全，杨秋芳更是和丈夫将其送回家。像这种事她
碰到过很多次，用她的话来说，“诚信是立业之本，也是我们体彩业主的一种本分”。

诚信立业是体彩人的本分

杨秋芳开彩票店前，曾
在东北一个政府网站处理民
众投诉网帖。“因为离家太
远，也不现实，干了一年我就
回了舞阳，一个机缘巧合的
机会，2006年我申请了这家
彩票店。”杨秋芳告诉记者。

2013年的正月初六，杨
秋芳早早开门营业，当天上
午有几位彩民在店里玩“顶
呱刮”，其中一位小伙子选择
了杨秋芳推荐的“大满贯”。

“没一会儿，他告诉我刮出了
三个一样的图案，后面对应

着‘1000’四位数，让我看是
不是中奖了。”杨秋芳接过来
一看，果真中奖了，“不过我
看覆盖膜没刮完，就告诉他
把膜全刮开，说不定是个100
万。”小伙半信半疑接着刮，
又刮出了三个零，但他仍不
确定中了多少，又拿给杨秋
芳查看。这个时候，店里的
彩民都过来围观，其中有一
个人偷偷给杨秋芳“支招”，

“给他1000块钱得了，你卖
彩票一辈子也挣不了100万
啊！”杨秋芳想都没想就拒绝

了，而是将实情告诉小伙
子。“那种昧良心的事肯定做
不得。”杨秋芳说，其间还有
人打电话问她，是不是有人
中了100万。她警觉起来，

“为了中奖人的安全，我给丈
夫打电话让他来店里，最后
开车把小伙子送回了家。”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之
前有位彩民中了排列三十几
万，票放我这里保管，还是我
告诉他中奖的消息。”杨秋芳
说，这是作为体彩人的一种
本分。

一个微笑让彩民如沐春风

10年的苦心经营让杨秋
芳的彩票店获得了很多彩民
的青睐，“首先要微笑，要让
彩 民 有 种 如 沐 春 风 的 感
觉”。杨秋芳笑着说，除此之
外还要善待他人。

店里的空调坏了、组装
电脑……很多事都是彩民帮
助杨秋芳处理的。“我对彩民
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多中
奖，做好服务。”这十年来，杨
秋芳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
时，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
等有空饭也凉了，“特别是我
婆婆，从我开彩票店那天开
始，每天给我送两次饭，家务
活老人也全包了。”

除了家人的支持，亲朋
好友都是我宝贵的财富。杨
秋芳告诉记者，先前做生意
的时候遇到些困难，她的同
事给予她很大的帮助。不过
后来这位同事家庭遭遇一次
劫难，人也渐渐变得郁郁寡
欢，“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
个人都蔫儿了，因为没有家
人陪伴，去外地看病都是我
陪着她。”杨秋芳说到这里，
语速渐渐变慢，声音也变得
哽咽起来。

人都得心存希望，看不
到希望的人生是黑暗的，杨
秋芳说，“自从经历过我同事
这件事以后，我渐渐开始明

白，在他人有难的时候，身边
的人不伸手拉一把，可能一
个人就完了。虽然个人的力
量有限，哪怕是微弱的光芒，
就能改变他人的一生。其实
就跟彩票一样，它也代表着
一种希望。对贫困地区的人
来说，体彩发起的公益活动
给受助人带来希望；对彩民
来说，买一注号码，就是给生
活带去希望。”杨秋芳接着
说，开彩票店虽然累点、熬
人，但她每天非常开心，“所
以，只要有彩民光顾我就会
笑脸相迎。体彩是一个充满
阳光的事业，我会一直坚持
下去。”

双色球投注技巧：
选红六大排除法

在所有彩票投注技巧中，基
本上都是以逼近开奖号码为目
的，也就是说，排除掉不可能出现
的号码，是所有彩票投注技巧的
最终目的。双色球红区共有33个
备选号码，除掉6个中奖号码，还
有27个号码，即需要淘汰27个号
码才能与中奖号码对齐。所以，
挑选可能不会开出的号码远比挑
选可能会开出的号码要容易很
多。那么，排除号码有哪些具体
的方法呢？

排除重叠码：排除上期中奖
号码中的其中3~5个重叠码。重
叠码现象非常普遍，一般重叠码
出现数量为1~3个，从这个角度
来考虑，我们最好是先把上期中
奖号码中的其中3~5个排除掉，
仅在1~3个重叠号中选号即可。

排除边斜码：历期中奖号码
中一般含有1~3个上期号码的边
码、斜连码，而上期号码的全部边
码和斜连码是12个，而且连号越
多，边码和斜连码越少。所以说，
上期号码的边码和斜连码最多保
留1~3个，其余的应排除掉。

排除同位码：常规状态下，0~
9这10个个位数仅在中奖号码中
出现4~5个。假设一期号码中没
有同位号码，也只能是包含6个不
同尾数的号码，还有4组至少12
个同位号码不会出现。因此，我
们应考虑可能出现一组同位码，

这样我们就可以排除掉5组同位
号码，也就可少15个号码。

排除空号码：假定以5个码为
一个区，在双色球开奖中，常规有
1~3个空号小区出现，排除2个
区，就少10个号码。

排除极冷码：冷码的出现没
有规律，并且极冷码“千呼万唤不
见面”。这样，我们在选号前，可
把已经10期以上甚至更多期没有
出现的号码排除掉。

排除极热码：同样，由于热码
不可能总是热，号码连出后要有
一个平衡的关系，所以，只要是已
经连出3期以上的号码也可以全
部排除。

通过以上六大排除法，再经
过综合考虑，把那些互相交叉、占
3个以上排除条件的号码去除，所
剩号码一般仅有12个左右，选号
难度大大降低了，如果用复式投
注的话，中奖机会将大大提高。

杨秋芳正在给彩民出票 记者 吴佩锷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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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5990元
10850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79050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3533517元。

红色球
03
蓝色球

01 06 08 20 27 30

第201612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0注
94注

2291注
103685注

1696067注
16848406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注
3注

104注
4330注

70874注
736512注

一等奖
派奖 0注 5000000元3注
六等奖
派奖 364540注 7930751注 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