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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7日起，河南福彩
“快 3”上市两周年，推出
“1800万大赠票”回馈活动，
为帮彩民赢得好运，现在介绍
几种投注方法，供大家参考！

稳妥长期跟踪型：做长线
跟踪计划，比如每期投注20
元包10组“豹子号”，然后在
盈利预期点开始加倍，根据跟

踪的期数调整倍数，直到“豹
子号”开出，基本每年都能中
2-3次。但是时间较长，盈利
较少，当然风险也是最小的。

钓鱼型：“豹子号”是可遇
不可求的，比如每天选择1-2
组，1-5倍花几元，这种方法
也常给朋友们带来意外的收
获，建议可经常不定期使用。

突然加倍重点打击型：此
种方法是根据当时号码分析，
确定号码，重点跟踪，突然加
大倍数。这种方法涉及数据
与分析比较多，当然也是“豹
子号”迷们最渴望得到成功的
投注，一旦命中收益巨大，当
然风险也最大，因投资过多不
建议经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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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设计施工

钢构设计安装
一级资质 13592559258

大河报广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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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法律与咨询

●速办经济纠纷88883129调查

●成后收费56780000法院对面

●赵律师解疑惑17803866696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63588381/2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QS各类生产许可证63910208
●公司注册做账86677004
●企标QS许可证专办88882363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租赁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建筑，医疗器械1383838944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三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疑难公司核名15515501559√
疑难公司专办15515501559√

【资质专办】
市政◆装饰◆幕墙86099688
房建◆防水◆消防86099988
电力◆钢结构 63830333
工商●资质

15517559996 63702222
免费代账68268888
免费注册87000067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38、13513805862

出租招租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87086666

●新郑龙湖地铁口六层楼带院

可宾馆学校等15237184369
●租商城路219号13837115102
●三门峡红场步行街104㎡商

铺招租无转让费15503981590

出租仓库厂院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水电齐全，办公楼装修，餐厅

住宿齐全，陈女士13592690598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西南四环车间仓库900㎡办公

住宿260㎡证照全13938507112
●东区厂仓出租13598070218
●江山路厂房租15036159885
●北三环沙口路大量厂房分割

水电全可做仓库车间羽毛球

场地办公室等13526578889
●柳林高速口东杨金产业园

6万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

割，水电餐厅住宿齐全，办公

楼装修，张先生13598883866
大型仓库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北盛

辉华仓储物流园内现70000㎡
招租证件水电齐可分租电话：

18237175283、18039678678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Ⅰ13、14版

第16132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1634292元，358376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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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0 8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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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8注

153注
1965注

23955注
291187注

单注金额
5000000元

36260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3986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306期中奖号码
11 12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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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026元，中奖
总金额为186918元。

中奖注数
2注

256注
5217注
271注
232注
18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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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802元。

中奖注数
396注

0注
1054注

中奖号码：073
“排列3”、“排列5”第16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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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注
0注

259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7注

740

74091
排列3投注总额14427890元；排列

5投注总额8610170元。

七星彩第1613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3、9，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3∶4，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2、9，二位
3、5，三位1、4，四位3、6，五位4、9，
六位0、5，七位3、5。

22选5第16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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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可杀号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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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5 06
07 09 12 13 15 16 18 21。

排列3第16307期预测
百位：0、5、8。十位：1、4、9。

个位：3、6、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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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3816元
194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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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010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5855205元。

红色球
02
蓝色球

04 10 18 19 25 27

第201613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112注

1314注
73150注

1397997注
9534069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5注

64注
3565注

64680注
451764注

一等奖
派奖 0注 5000000元3注
六等奖
派奖 214551注 4457511注 5元

安阳彩民揽入大乐透头奖
奖金708万元，据了解可能是彩民守号所中

“扫一扫”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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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惠明

11月 7日晚，大乐透第
16131期全国开6注708万元
头奖，其中，2注为1133万元
(含425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
注头奖，分落湖南、贵州。剩
下4注708万元头奖，分落浙
江、河南、广东和贵州。

据了解，我省收获708万
元头奖的是安阳彩民，大奖出
自安阳市安钢六生活区南门
4105060425号体彩网点，为
5注10元的单式票，其中1注
号码击中头奖。

有意思的事情是，11月7
日晚，该网点业主闭店后打扫

卫生的时候，在地上捡到一张
已兑过奖的第16130期的中
奖彩票，她惊讶地发现，虽然
这张彩票只中了5元钱，但是
这张5注单式票中的第4注
号码正好是当晚大乐透第
16131期的开奖号码。

据该网点业主推测，当期
头奖中奖者要么是个老彩民
在守这注号码，要么就是这位
幸运彩民的中奖号码，罕见巧
合地与那张弃票的第4注号
码一样。无论真相如何，幸运
总算降临，不过遗憾的是这位
安阳彩民未采用追加投注，错

失当期425万元追加奖金。
惊喜不断，好运继续，庆

祝大奖开出的同时，河南体彩
针 对 大 乐 透 玩 法 开 展 的

“1200万大赠票”活动，正在
进行。活动期间，凡购买大乐
透彩票金额满足单倍基本投
注36元及以上的复式、胆拖
票，则赠送价值8元的当期大
乐透彩票一张；单张彩票若满
足以上条件且进行倍投，则按
投注倍数进行赠送，多买多
送；活动到期自动结束，若活
动期间活动资金提前使用完
毕，则活动结束。

福彩“快3”投注技巧：

如何更好精准捕捉“豹子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