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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选5第201632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4、07、
19，可杀号1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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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04

06 07 08 10 11 14 18 19 20。

排列3第2016323期预测

百位：0、5、9。十位：2、3、
6。个位：3、5、8。

夏加其

福彩3D第2016323期预测

比较看好0、3、6、8有号，重
点可关注十位或个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0368——
124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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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58、14、1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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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35、
045、055、057、116、126、133、
136、156、166、234、237、246、
256、267、337、345、349、355、
356、357、358、367、456、466。

双色球第201613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4、06、14、
15、18、19、22、23、25、27、28。

蓝色球试荐：06、09、10、12、
14。 徐新格

每注金额
1976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322期中奖号码
1 8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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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760元，中奖
总金额为196486元。

中奖注数
4注

260注
5490注
169注
237注
25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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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454元。

中奖注数
260注

0注
835注

中奖号码：153

专家荐号

“排列3”、“排列5”第16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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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5注
0注

7141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9注

271

27103
排列3投注总额14723106元；排列

5投注总额8943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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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2114元
98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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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8496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6424260元。

红色球
07
蓝色球

07 16 20 24 25 30

第201613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2注
160注

2423注
107721注

1718631注
12497235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5注

103注
4664注

72708注
545205注

一等奖
派奖 0注 5000000元7注
六等奖
派奖 247236注 5584902注 5元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注“大河好彩”
从此好运连连

11月17日傍晚，许昌市中
福在线文萃路销售厅再传喜
讯，幸运彩民李先生在中福在
线“连环夺宝”游戏第三关中，
以24颗“红宝石”喜中25万元
奖金。这是该市中福在线在本
月份中出的第2个累计大奖，在
此之前，11月11日，还是文萃
街销售厅的幸运彩民以24颗

“蓝宝石”中出全国累计奖一
注。今年该市已中出6注25万
元全国累计大奖。

目前，许昌市4个中福在线
销售厅正在进行玩中福在线免
费赠送刮刮乐活动。活动期
间，凡彩民在销售厅一次性充
值新投注卡200元并进行投注

的，游戏结束后，彩民凭充值小
票和投注卡可领取面值20元的
刮刮乐彩票。 豫福

咬牙坚持，成就无与伦比的自己
历经5年低迷，退休女干部孔素兰分享成功秘诀
□记者 吴佩锷 文图

核心提示 | 在济源市文化路教育局西侧的街道旁，一家体彩网点显得格外醒目，洁净如洗
的地面，错落有致的陈设，无不给人一种娱心悦目的感觉，看到如今的景象你很难会想到，
2008年这里还是一片荒芜，人少、环境差、基础设施匮乏给经营这家体彩网点的业主孔素兰
带来巨大压力，但靠着极强的毅力与坚定的信念，她硬是咬牙坚持，度过了5年的低迷期，然
后，从顾不住经营成本发展到现在的销售先进网点。

孔素兰为彩民打票

咬牙坚持，历经5年低迷期终迎曙光

干净、整洁、明亮……一走
到济源体彩第4118010050号
网点的门口，记者就被窗明几
净的店内环境给深深吸引。除
此之外，这家网点的宣传方式
也十分独特，刚走进店内，记者
就看到两排被装裱起来的中奖
彩票，这些放大的票样就像照
片一样被店主放进相框，并整
齐地挂在墙上，显得格外醒
目。“我个人比较重视店内宣
传，自己也喜欢写写宣传标语，
这样能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来我
这个店的特点在哪儿。”孔素兰
告诉记者。

2008年，因为要照顾孩子
上学，身为干部的孔素兰在单
位办了内退，闲暇之余的她想
再找一份工作，于是申请成为

一家体彩网点的业主。“这个网
点的位置当时很偏僻，附近荒
草丛生，因为刚开发到处都是
工地，风一刮尘土飞扬，环境非
常差，客流量也特别小。”孔素
兰回忆说，开店头一年的销售
额还不到5000元，一年房租水
电下来就近2万元，看到这样
的结果很是伤心。“到了2009
年，情况仍然不见好转，有时候
一天都不卖一分钱。我清楚地
记得，有一天一位彩民来店里
买了一百多元的彩票，他走后，
本来异常高兴的我发现给的还
是张假钱，这让我更加心灰意
冷了。”经营困难，再加上家人
多次劝她“放手”，孔素兰萌生
了放弃的想法。

不过，2009年8月份，一位

“贵人”的出现改变了孔素兰的
“人生轨迹”。“这位外地彩民路
过这里，一张口说要打500元
的大乐透复式票，我一年多没
遇见这种大客户，开始还以为
听错了。”正是在这件事的影响
下，个性要强的孔素兰决心干
出个名堂来。

那段时间，她吃住都在店
里，即使生意不好也坚持早7
点到晚12点的营业时间，没人
的时候自己研究大乐透并做出
预测。就这样历经5年的低迷
期，2012年，孔素兰的网点营
业额实现大扭转并被评为“中
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全国销
售500强”，引起了国家、省体
彩中心的注意，领导还派人来
网点学习。

诚信待人，用真心赢得彩民信任

在孔素兰的体彩网点，绝
对逾越不过“大乐透”这个话
题。“我每一期都会推荐一注
大乐透大复式号码，很多彩民
看我预测的号码相对比较准
确，就经常拿来作为自己的投
注参考，有的彩民还会联合起
来投注大复式票，进行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凭借店内良好
的卫生环境，再加上孔素兰贴
心、细致的服务，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经历了多次与一等奖
擦肩而过之后，2016年4月20
日，大乐透一等奖2428万元花
落她的网点。

除了专业技能过硬，诚信
待人也是孔素兰始终秉承的
经营理念。孔素兰告诉记者，
2015年 10月的一天，一名来
自首都的武警战士回家给母
亲过生日，在她的网点刮了几
张“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
票。这位武警战士离开网点
后，不小心把钱包遗忘在网点
里。为了尽快找到失主，孔素

兰在其他彩民的见证下，打开
钱包，发现里面有一张第二天
中午去北京的火车票、身份证
等证件及1万多元现金。“那么
多现金还有重要证件丢失，失
主一定很着急。”孔素兰随即
发动家人和朋友及彩民通过
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并在店
内写出招领启事，但始终没人
来认领。再辗转联系后，终于
在第二天上午10点找到了失
主，也使他顺利搭上了回北京
的列车。“诚信是做人的最基
本准则，在我这购彩的彩民从
来不会对我算的账产生异议，
他们都十分信任我。”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孔素兰说：“选择
比努力更重要，作为体彩人我
相信，千次的失败，一定会换
来一次成功的机会。在经营
体彩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
朋友，感谢体彩大家庭，我将
用毕生精力去做好体彩公益
事业。”

许昌中福在线
再中俩25万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