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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16329期预测
比较看好 1、2、7 有号，重

点可关注十位或个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237——

045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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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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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027、035、037、

046、057、125、128、136、145、
157、167、178、235、245、248、
255、257、259、268、346、349、
356、358、367、456、466。

双色球第1614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7、09、11、12、

14、19、20、21、27、28、29、30。
蓝色球试荐：02、09、12、13、

14。

徐新格

22选5第16329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

比例关注 2∶3，重点号关注 04、
09、14，可杀号 01、22；本期可能
出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三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 03

04 06 07 09 10 12 13 14 16
18。

排列3第16329期预测
百位：3、5、8。十位：2、4、

6。个位：0、4、5。 夏加其

每注金额
1117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328期中奖号码
3 4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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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184元，中奖
总金额为210143元。

中奖注数
6注

554注
7696注
263注
308注
1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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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374元。

中奖注数
430注

0注
646注

中奖号码：709

“排列3”、“排列5”第16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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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9注
0注

9734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2注

865

86595
排列3投注总额1533353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037702元。

0元
7855元
2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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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3 05 07 17 19 24 09

第201614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27注

202注
1006注
6887注

16410注
85944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5注

22注
182注
395注

257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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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
2注

91注
16注

752注
330注

25698注
9248注

510226注
175901注

4769966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6000000元
105391元
63234元
4340元
2604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141期
中奖号码：02 06 07 19 28 11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193465971元,3857570669.9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专家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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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
大
河
好
彩
﹄

从
此
好
运
连
连

彩票遗落澡堂，差点错失千万
时隔半月，许昌双色球1160万元头奖得主终于现身领奖

复式投注双色球
大胆、灵活最重要

目前，双色球9亿大派奖正
如火如荼进行中，只要进行复式
投注就能有机会多得500万派
奖奖金。复式投注相比之下，中
奖概率高，但是投注资金也不
低，所以如何灵活把握复式投注
方法不与大奖失之交臂呢?这就
要求我们在选号的时候要灵活，
而不是死板地将复式投注中的
每一注，即使是几乎没可能中奖
的投注号码也进行购买。

首先是在选号的时候要灵
活，我们应该想清楚自己的哪几
个心水号码需要长期坚守，对最
近几期号码走势仔细分析，并判
断重点出号区间。切忌因没有
中奖而对上期的复式做全盘否
定，乃至把心水号码也舍弃，这
样即使是复式投注也可能会一

无所获。
其次，在选号时要考虑到彩

票玩法的特点，灵活运用上下期
重码、同期内叠码、二连码或三
连码、对望码等指标进行选号。

再次，所投注的资金不要拘
泥不变，要根据自己某阶段的手
头上闲余钱的状况，确定资金投
入力度，多则可选大复式，少就
选小复式。注意体会自己的直
觉或灵感，感觉到时不妨大胆

“包号”，状态不佳时则适当减少
投注额，尽量使自己的有限资金
发挥最大作用。

最后，投注方法要活，要大
胆地将别人成功中奖所采纳的
有效的投注方法拿来使用，像胆
拖投注、重号投注等可以使我们
在选号时事半功倍。 中彩

“这张彩票还差点被我丢
掉。”说到这次的1160万大奖，
范先生摸着胸口感觉有些心有
余悸，“前几天我去洗澡，把裤
袋里的东西掏出来结果全忘在
洗浴中心了，这张中奖彩票就
夹在其中。幸好是连带着身份
证一起落下的，出来后我一摸
兜感觉不对就立马找回去了。
如果只是几张彩票落下的话，
兴许就干脆不会回去找了，也
就跟这1160万大奖失之交臂
了，真是太曲折了！”

在办理兑奖手续的同时，
范先生表示希望为公益慈善
事业捐款10000元。“我觉得
平常买彩票就算是对社会福
利献一点爱心，现在中了奖当
然更要多奉献一些啦！”

据了解，第2016139期计
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10.41
亿元。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
奖金额1.15亿元，六等奖特别
奖剩余派奖金额为1.32亿多
元。

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仅对
双色球游戏复式投注有效，复
式投注包含红色球号码复式、
蓝球号码复式和全复式三种。

派奖期间复式投注的单
注一等奖可达1500万元，只需
要购买最低金额4元的“6+2”
蓝球号码复式票，即可参与派
奖！此次派奖活动还有4期就
要结束了，请彩民朋友们务必
抓紧最后的派奖时机，下一位
大奖得主也许就是您！

魏明 文图

核心提示 | 11月13日晚，
福彩双色球第2016133期
开奖，也是双色球9亿元派
奖活动启动后第 10 期派
奖。当期开出头奖26注，
我省彩民爆揽7注，其中许
昌市劳动路北环路附近的
41600352 投注站中出一
等奖2注，投注方式为单式
20元，中奖金额达1160万
元。11月28日下午，许昌
得主范先生终于现身省福
彩中心领奖，现场讲述了中
奖经历。

机选号码守号，一守就是十几年

11月 28日下午，这位让
大家足足期待了半月之久的大
奖得主范先生一家，终于现身
省中心兑奖大厅。当被问起怎
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来领奖的
时候，范先生笑了：“我真的是
昨天晚上才知道自己中了大奖
的！”现场工作人员打趣说：“你
要再不出现，我们准备明天就
发布寻找许昌双色球大奖得主
的新闻稿件了呢！”

谈起自己的购彩经历，范

先生说他就喜欢双色球，刚发
行的时候就开始买了，基本期
期不落，每期最少60块钱。当
初买的时候是机选了5注号码
并用2倍投注的，所以之后每
一次他都重复打这最初的几注
机选票，一守就是十几年，这次
中奖的彩票也是如此。

因为自己这十几年间买双
色球已经形成了习惯，所以对
于兑奖这些事不是很敏感，通
常买了彩票就放在裤袋里，等

下次买的时候直接拿前次的票
让 店 主 照 出 顺 带 兑 兑 奖。
2016133期的彩票出了之后，
范先生因为工作忙碌，随后的
几期也没顾得上买，也就一直
没有兑奖。直到27日晚上，又
去那个投注站打彩票，才发觉
原来自己中大奖了！说到这
儿，范先生家人在旁边说道：

“那大奖投注站外面的庆祝条
幅挂了半个月都变旧了，我们
都不知道是自己中了奖。”

经历一波三折，大奖失而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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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福彩中心主任叶川（右）为大奖得主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