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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2705196元，2238258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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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9 5 1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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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7注

142注
1806注

23454注
311869注

单注金额
---

48567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2596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327期中奖号码
2 6 13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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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660元，中奖
总金额为169540元。

中奖注数
3注

332注
5649注
194注
161注
1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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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054元。

中奖注数
656注

0注
1310注

中奖号码：831

“排列3”、“排列5”第16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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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1注
3441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7注

656

65685
排列3投注总额15340720元；排列

5投注总额8964260元。

七星彩第1614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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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二位
3、5，三位2、7，四位0、8，五位3、9，
六位0、5，七位3、6。

22选5第1632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3∶2，奇偶比

例关注 3∶2，重点号关注 05、13、
21，可杀号 0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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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07 08
10 12 13 16 17 18 20 21。

排列3第16328期预测
百位：2、4、7。十位：0、5、8。

个位：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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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6950元
201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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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463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7022841元。

红色球
10
蓝色球

01 02 05 17 26 32

第201614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6注
84注

1758注
89699注

1518954注
14091964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4注

72注
4377注

69497注
591183注

一等奖
派奖 0注 5000000元3注
六等奖
派奖 294788注 6849876注 5元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注“大河好彩”
从此好运连连

4串1，巩义彩民揽竞彩奖金
投注总进球玩法，收获45.2万元

11月7日上午，一对夫妇
来到河北省体彩中心兑奖。
原来，这对夫妇正是喜中体彩
大乐透第16124期23万二等
奖的“神秘”彩友。

据了解，这对夫妇是体育
彩票的忠实彩友，至今已购买
10年之久，购买方式也很简
单，每期购买一注或者几注，
几乎每一期都不落。有时候
看到别人买什么就会跟着别
人买，可是每次都是中个5元
或者10元的，没有中过一次

大奖。
在得知这些后兑奖人员

就询问张先生和段女士，为什
么一直没中大奖还坚持了这
么长的时间，他们却这样回
答：“我买彩票一方面也是为
了娱乐，万一运气上来了中个
大奖什么的改善下生活；二来
呢我平时也关注公益事业方
面的东西，知道咱体育彩票也
是公益事业的一种，而且还能
中奖，所以就一直坚持购买，
也算是给那些需要援助的人

捐个小钱，对自己来说也就少
抽支烟。”

据了解，张大哥这次能够
中奖非常幸运，在购买彩票前
有位彩民刚刚买完，张大哥看
到该彩民买的后区号码后，就
跟销售员说：按照后区这两个
号机选5注，结果幸运地中得
了二等奖。有爱心的人运气
都不会太差，“幸运之神”眷顾
了这位大哥，让他的乐观和善
良得到了回报。

河体

近日，河南省巩义市打出
一张奖单，以4串1的方式大
额投注总进球玩法，最终以
8000元投注，中出奖金45.2
万元大奖。

据了解，总进球玩法是一
种有着独特魅力的竞彩足球
玩法，相对最常规的胜平负来
讲不是那么简单直观，因为不
需要考虑比赛的胜负结果，仅
与比赛进球总数的多少有关，
因此规避了比赛胜负的走势
的微妙影响；但又不像猜比分
的难度那么大，也不如猜半全
场这样需要关注比赛两个时
段的胜负关系，而奖金回报又
往往比胜平负要高一些，因此

也得到不少彩民的追捧。
据了解，这位中奖彩民投

注的彩票单选了3场俄超和1
场荷兰杯（投注如下：周四
001 [苏维埃之翼VS莫斯科
火车头]3@4.2+4@7.5；周四
002 [安郅马哈奇卡拉VS圣
彼得堡泽尼特]3@3.6 + 4@
5.3；周四003 [克拉斯诺达尔
VS 奥伦堡]3@3.75+4@6.5；
周四 004 [兹沃勒VS芬洛]
3@3.5+4@4.7），选项都是 3
球和4球。

经常玩总进球玩法的彩
民们应该都知道，多数比赛打
出两到三球的概率相对来说
是比较大的，而超过3球的大

球比赛随着进球难度的增加，
奖金也会水涨船高。因此，复
选3球和4球往往基于对比赛
能够打出大球，同时又进一步
博更高的回报而不必考虑比
赛的胜负关系。

在这张奖单里，三场俄超
比赛最后都打出了4个进球，
总进球奖金分别在5.3到 7.5
之间，而另一场荷甲则打出了
3个总进球，奖金是3.5，使得
这张复选4串1打出固定奖金
904，以单注100元，5张票面
金额为1600元，总投注金额
达到8000元的奖单最终中出
了452,156元的大奖。

河体

“又一个大奖，又出一个
25万”！11月28日，新乡延
津县“中福在线”销售厅再传
捷报，本月第三个25万大奖
砸中沉着淡定的老彩民娄先
生，顷刻之间朋友圈纷纷刷屏
点赞，此刻销售厅内更是欢腾
一片,娄先生中奖的喜悦心情
不言而喻。

红宝石，红红火，这是延
津销售厅继本月1号开门红，
18号中间彩后，28号再次中
出的第三个25万。这会不会
是本月的完美收官，目前对于
大奖不断的延津销售厅来说，
谁也还不敢保证，因为还有两
天这个月才结束，会不会奇迹
再现呢，大家都拭目以待。

同样的连环夺宝，同样的

第三关，同样的24颗红宝石，
砸中都是敢于参与，坚持梦想
的人，但有时也会有意外发
生，这个月大奖福地延津销售
厅就出现一件令人遗憾的
事。11月22号晚上，刚在本
月18号中得25万大奖的范
先生和平时一样每注押100
分，当玩到第三关最后关头，
快要探宝时，他因有事想早点
走，但又怕探宝吃分，于是就
把每注降到10分，让他没想
到的是，刚把分降下来不到一
分钟，24颗红宝石就哗啦啦
地下来了，这下范先生可傻眼
了，25万大奖看着从眼前溜
走，只中了25元。天壤之别
啊！厅内所有人都唏嘘一片，
范先生更是懊悔不已，不然的

话5天内范先生就能连中两
个25万，延津销售厅一个月
内就能出四个25万。与到手
的大奖失之交臂，真让人惋
惜！在此提醒彩民朋友，在理
性投注的同时一定要五注全
投，每注不要少于20分，不然
即使出了大奖你也无缘得到。

延津“中福在线”一个月
内大奖连出，再次有力地推翻
了大奖之后，近期就不会再有
大奖的说法！今年截止到11
月份，延津“中福在线”销售厅
一共中出 25 万大奖 8 次。
2016年已接近尾声，让我们一
起行动起来，参与就有希望，
付出就有收获，愿大家年终好
运气，再中大奖，为2016年画
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豫福

“中福在线”好运连连

不到一个月，延津出了仨大奖

厉害了“我的哥”

“照抄”别人号码揽大乐透“银奖”

河南体彩上周（2016年11月
21日—11月27日）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大奖共2个，其中：1万
元-5万元1个;5万元-10万元1

个。目前热销票种：至尊宝（面值
30元）、黄金之城（面值10元）、大
吉大利（面值5元）。体彩“顶呱
刮”，刮出精彩生活！河体

2016年第48周全省兑付刮
刮乐奖金675万元。兑付30万元
大奖2个，3万元大奖9个，1万元
大奖1个及8000元大奖1个。

本周所有面值彩票均有奖项

兑出。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况分
析百发百中、魅力香吻及美梦成真
等热点彩票易中出。福彩“刮刮
乐”返奖率65%，中奖面宽，即开
即兑，欢迎购买。 豫福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福彩“刮刮乐”
今年第48周大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