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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16336期预测
比较看好3、4、7有号，重点

可关注十位或个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3467——

012589，前者四码中至少包含一
个奖号，后者六码中包含三个奖
号的可能性较小。

不太看好的两码组合为：
00、01、02、12、78、79、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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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36、037、047、
056、057、136、138、145、146、
147、148、156、167、168、236、
238、239、245、247、249、256、
267、349、356、358。

双色球第1614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5、08、09、

12、19、20、22、26、27、29、32。
蓝色球试荐：01、04、06、07、

10。

徐新格

22选5第1633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

比例关注 1∶4，重点号关注 04、
08、16，可杀号 0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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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4 06 08 09 12 13 14 16 18
20。

排列3第16336期预测
百位：3、6、8。十位：2、7、

9。个位：0、4、5。 夏加其

每注金额
752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335期中奖号码
1 2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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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186元，中奖
总金额为242212元。

中奖注数
9注

545注
7061注
349注
333注
3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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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092元。

中奖注数
302注
286注

0注

中奖号码：550

“排列3”、“排列5”第16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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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9注
0注

1376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2注

538

53843
排列3投注总额1464627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910880元。

1560750元
24773元
1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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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12 15 17 20 24 28 25

第201614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9注

260注
654注

8076注
13090注
94166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2注

24注
175注
387注

28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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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
0注

75注
17注

1465注
868注

33585注
11318注

534475注
180976注

5241525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0元
113410元
68046元
1892元
1135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144期
中奖号码：04 05 13 22 31 05 10

本期投注总额为 191810527元,3914443711.9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专家荐号

“9亿派奖”继续，你还犹豫吗？
双色球派奖20期，河南彩民揽头奖16注

□记者 张琛星

12月6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16143期开出头奖5注，其中2注为复式投注，单注奖金1400万
多元（含派奖500万元）。截至当期，今年双色球9亿元派奖活动已连续派送20期，而派奖奖金仍
剩余7042万多元，按照派奖规则，若仍有结余，则派奖活动继续顺延，直至派完为止。

派奖奖金有结余，按规则“9亿派奖”继续

在一路惊喜中，12月6日
晚，今年双色球9亿元派奖迎
来了第20期开奖，也是此次派
奖的最后一期开奖，当晚第
2016143期开出头奖5注，其
中2注参与派奖，多得500万
元派奖奖金，单注奖金达1400
万元。同时，六等奖开出1078
万多注，其中525万多注为复

式投注，参与派奖活动，每注
中奖金额10元（含派奖5元）。

尽管最后一期派奖结束，
双色球一等奖派奖奖金仍剩
余5000万，六等奖派奖奖金
仍剩余2042万多元，毫无疑
问，派奖继续顺延。因为，根
据派奖规则，一等奖特别奖奖
金当期有结余的，则顺延滚入

下一期，直至派送完毕，故下
期开奖，复式投注头奖仍参与
派奖，直至5000万元全部派
完。

同样，六等奖派奖奖金剩
余2042万多元，也将顺延参与
派奖，若六等奖派奖奖金超出
5亿元，差额部分由调节基金
补足。

河南大奖不断，彩民仍有机会4元中1500万

据了解，自10月23日（第
2016124期）双色球9亿元派
奖活动启动以来，不断开出的
大奖让更多彩民收获了好运，
其中河南彩民更是惊喜不断，
收获颇丰。

截至第2016143期，我省
彩民共揽入头奖16注，其中8
注复式投注参与派奖，最大赢
家为郑州一彩民，独揽奖金
2212万元。

从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

10月 25日，我省开封彩民收
获双色球第2016125期头奖1
注，拉开了好运降临的序幕。
接下来，第2016126期，焦作
彩民复式投注命中1500万元
大奖，也是此次派奖全国第一
个足额头奖。

随后，我省头奖扎堆降
临，第2016132期郑州、平顶
山彩民揽 3 注复式头奖；第
2016133期郑州、许昌、濮阳和
驻马店彩民揽7注头奖，其中

郑州彩民周先生独揽2注复式
头 奖 ，奖 金 2212 万 元 ；第
2016135期周口、巩义和南阳
彩民揽3注头奖；12月1日，第
2016141期，洛阳彩民收获复
式头奖1注，开启了一个“幸运
月”。

大奖继续，双色球9亿元
派 奖 顺 延 进 行 ，今 晚 第
2016144期开奖，头奖派奖奖
金剩余5000万元，您仍有机会
4元中1500万元。

“玩中福在线 游锦绣河山”

河南中福在线大派奖正进行

惊喜再次来袭，12 月 5
日，河南福彩开启“玩中福在
线，游锦绣河山”活动，派奖
300万元。

促销活动期间，持单张投
注卡办理退卡时卡内分值
100000分，即投注卡内本金达
到 1000元（含 1000元）以上
者，奖励价值200元投注卡一
张，并可入围特别奖抽奖环
节，有机会抽中价值9999元的
旅游券一张。

据了解，活动开启后，全
省300万元派完为止，结束时
间以销售厅公告为准。特别
奖“玩中福在线，游锦绣河山”

活动时间2016年12月5日至
2017年1月8日。

活动规则：参与活动彩民
须当日购买投注卡参与活动，
持中福在线投注卡退卡时，卡
内分值在100000点（含）以上
者，出具退卡小票后，一次性
兑付价值200元投注卡1张，
并可入围特别奖抽奖环节，有
机会抽中价值9999元旅游券
一张；单张投注卡凡达到促销
奖励条件的，须退还卡内全部
本金，卡内分值清零，方可领
取奖励投注卡；特别奖入围者
当期抽奖有效，不再参加下期
抽奖。

双色球投注技巧：
选红排除法

在双色球投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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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挑选可能不会出的号码远比
挑选可能会出的号码要容易很
多。现在就介绍几种方法供大
家参考。

排除重叠码：排除上期中奖
号码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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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首先把上期中奖号
码中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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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排除方法，再经过
综合考虑，把那些互相交叉、占3
次以上排除条件的号码去除，所
剩号码一般仅有12个左右，选
号难度就大大降低了，如果用复
式投注的话，中奖机会将大大提
高，彩民朋友不妨尝试一下。

中彩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注“大河好彩”
从此好运连连

□记者 张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