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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50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3340562元，3602729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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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 9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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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注
229注

2488注
31077注

373786注

单注金额
---

22213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25122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348期中奖号码
2 5 10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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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506元，中奖
总金额为202391元。

中奖注数
3注

334注
5847注
295注
302注
1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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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530元。

中奖注数
272注

0注
695注

中奖号码：289

“排列3”、“排列5”第16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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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注
5972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04注

757

75727
排列3投注总额14184064元；排列

5投注总额8927458元。

七星彩第16151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4、5、9，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3，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3、9，二位
4、8，三位5、6，四位4、9，五位5、6，
六位2、7，七位3、9。

22选5第16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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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可杀号0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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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6 07 08
10 12 13 15 16 17 19。

排列3第16349期预测
百位：2、4、9。十位：1、2、8。

个位：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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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3987元
195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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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279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766970元。

红色球
07
蓝色球

03 20 23 26 32 33

第201614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5注
77注

1404注
67314注

1225433注
15485589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39注
2618注

56932注
672222注

一等奖
派奖 0注 0元0注
六等奖
派奖 0注 0注 0元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注“大河好彩”
从此好运连连

“双色球·梦想人人行”公益之旅到达荥阳市社会福利中心

志愿者为老人们送来冬日温暖

□记者 张琛星 文图

志愿者与福利中心的老人们热情交谈

本报讯“双色球·梦想人
人行”，12月 19日，“梦想百
人团”的“河北-河南”线路，9
名志愿者来到河南第二个最
有影响力的福彩公益项目：荥
阳市社会福利中心，看望这里
的老人并送来温暖。据了解，
该线路是“梦想百人团”公益
之旅的第七条线路，他们首站
到达河北，慰问了当地福彩中
心资助的贫困大学生。

现场，志愿者们为荥阳市
社会福利中心捐赠了爱心物
资，并授牌“最有影响力的福
彩公益项目”，受到了福利中
心老人们的欢迎。随后，在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志愿者们进
行走访，据介绍，荥阳市社会
福利中心建成于2006年，占
地139.8亩，集养护、康复、托
管等为一体，先后入住供养对
象约900人，现有供养对象约
500人，主要以老人为主，设
施齐全完善，被救助者得到了
良好的照顾。在生活区域，老
人们的宿舍收拾得井井有条，
其中有些老人还找到了老伴，
该福利中心特意举行了集体
婚礼，设置了夫妻宿舍，让老
人的晚年更加安心；在活动区
域，老人们散步、下棋等收获
快乐；在荣誉墙面前，工作人

员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令志愿者感动不已；在救助办
公室，厚厚的受助档案，详细
的记录，无不抒写着工作人员
的心血与付出……点滴公益，
汇成大爱，福彩慈善让爱传递
得更远。

据悉，荥阳市社会福利中
心自启用以来，不断加强管
理，强化服务，得到了福彩公
益金的支持，实现了服务对象
有所养、有所医、有所学、有所
乐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
响。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及省
民政厅等各级领导多次到该
中心视察、调研并指导工作。

在38亿多超高奖池水位
的刺激下，如今使用“倍投”来
投注体彩大乐透的彩民也多
了起来。一到大乐透开奖日，
体彩投注站内，销售人员不时
收到彩民倍投的要求。

倍投很简单，没有复式投
注时复杂的选号过程，也没有
追加投注时资金的费劲掐算，
只需要付出相同的资金投入
就行。不过，看似简单的倍
投，也有技巧可言。

一、大复式投注不宜采用
倍投。如“9+2”和“7+4”的单

张投入均为252元，采用2倍
投注的话，投入为504元，对
普通彩民来说已经稍嫌多，应
进行适当控制。如果是“5+
3”“6+2”“6+3”“7+2”等单张
投注额在 50元以内的小复
式，可适当进行2至3倍的投
注。

二、守号需做好倍投计
划。超级大乐透的“守号”备
受老彩民的喜爱，其中不少

“守号族”的守号时间超过了
一年。眼看着奖池不断上涨，
不乏“守号族”蠢蠢欲动，产生

一种“就要中奖了”的幻觉，于
是作出几何倍投的方式。几
何倍投是一种高风险的投注
方式，如从第1期单式投注开
始，此后每期以2的N次方或
3的N次方的倍投数进行倍
投的方式。这种倍投法的风
险相当高，一旦号码迟迟不开
出，损失巨大，因此不提倡彩
民采用这种倍投方式。

科学的倍投法应以控制
资金投入额为前提，将中奖面
扩至最大化进行理性倍投。

河体

12月19日，体彩大乐透迎来
第16149期开奖，当期全国中出2
注一等奖，包括1注1000万元基
本头奖，被我省偃师市彩民收入囊
中，另外1注1600万元追加头奖，
则被宁夏彩民揽入腰包。当期开
奖过后，体彩大乐透奖池攀升到
38.16亿元。

据了解，体彩大乐透第16149
期开奖号码前区为“01、02、03、
12、33”，后区开奖号码为“04、
09”。当期前后区总计开出了多
达5个“0”字头号码，可以说是小
号当家。数据显示，我省中出的
1000万元基本头奖出自偃师市，
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 2胆+10
拖，后区2拖”的胆拖复式票，总投
注额 240 元，单票总奖金达到
1006万多元。据中出这注头奖的

体彩4103810044网点业主韩先
生介绍，他得知喜讯后也非常兴
奋，因为他的体彩网点才开业半
年，没想到这么快就中出了大奖。

韩先生回忆说：“19日大乐透
开奖当晚我并不知道网点中了巨
奖，还是洛阳体彩分中心工作人员
打电话告诉我的。得知喜讯后，我
非常高兴，同时也替中奖彩民高
兴。明天我要好好准备准备，庆祝
一下。”

在第16149期开奖过后，大乐
透奖池上涨932万多元，回升到了
38.16亿元。今晚，大乐透将迎来
第16150期开奖，提醒广大彩友不
要错过投注。同时，我们也很期待
偃师这位中奖彩民能尽快现身领
奖，给广大彩民朋友分享他中奖背
后的精彩故事。

胆拖复式投注
偃师彩民中大乐透头奖
□记者 吴佩锷

控制资金投入，做好投注计划

大乐透“倍投”也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