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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选5第201635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7、13、
20，可杀号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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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07 09 12 13 14 15 17 19 20。

排列3第2016358期预测

百位：1、6、9。十位：4、5、
8。个位：2、3、7。

夏加其

福彩3D第2016358期预测

比较看好2、3、9有号，重点
可关注十位或个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389——
01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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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47、56、57、67、0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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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18、
133、135、136、138、227、234、
235、236、237、244、266、268、
277、336、337、344、345、346、
348、349、448、488、489。

双色球第201700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3、06、10、
12、15、17、19、21、22、24、27、30、
32。蓝色球试荐：02、03、10、12、
15。 徐新格

每注金额
1193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357期中奖号码
6 10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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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750元，中奖
总金额为188642元。

中奖注数
6注

408注
7559注
278注
293注

5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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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968元。

中奖注数
237注

0注
512注

中奖号码：415

专家荐号

“排列3”、“排列5”第16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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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8注
0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20注

222

22217
排列3投注总额14911338元；排列

5投注总额9538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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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2287元
74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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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12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136883元。

红色球
06
蓝色球

07 09 16 24 25 29

第201615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5注
247注

2125注
97239注

1701009注
10330931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4注

60注
3345注

70282注
457655注

本报讯 12月 28日晚，体
彩大乐透第16153期开奖，遗
憾的是，当期全国无人中出头
奖。本周六晚，该玩法将迎来
2016年最后一期开奖，想拿个
新年大红包的彩民千万别再犹
豫了，赶紧抓紧时间投注吧！

大乐透第16153期开奖号
码为前区“13、18、25、29、35”，
后区开奖号码为“03、11”，目
前，大乐透最冷的号码是前区
的“32”，已经连续19期没有开
出。看上去这组号码还是很出
乎广大彩友的预料，当期全国

无人命中全部7个开奖号码，也
使得大乐透在一波疯狂的头奖
井喷过后，难得地出现了头奖
空开的局面。不过当期二等奖
则是中出了多达59注，基本投
注单注奖金16万多元，其中21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多得
奖金9.6万元。

第16153期开奖过后，大
乐透奖池回升到了 32.71 亿
元。本周六 (12 月 31 日) 是
2016年的最后一天，而大乐透
也将在当晚迎来今年的最后一
期开奖，在丰厚的奖池铺垫下，

广大彩民不妨趁着这么火爆的
行情试试手气，没准2元投注就
能捧回1000万元，而3元追加
最高更可中1600万元。

此外，除了碰运气的单式
机选和自选票之外，不妨趁着
奖池这么高试试复式或胆拖的
投注方法。以大乐透第16150
期井喷106注头奖为例，就有
77注出自复式或胆拖票，单式
票中奖的仅为29注。尝试不
一定中奖，但不尝试永远不会
中奖，不如赶紧投上几注，没准
好运气就真的降临了。

本周六今年最后一期

大乐透32.71亿奖池年终有约
□记者 杨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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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冬季奖上奖”活动开展
以来，许昌彩民就不断收获福
彩好运。日前，幸运彩民王先
生不负众望，收获刮刮乐“吉庆
有余”头奖100万元，引得众人
羡慕。

谈起中奖经过，王先生表
示，平时他就是福彩的铁杆彩

民 ，一 有 空 闲 就 会 来 到
41600506 号投注站买彩票。
当天，他吃过午饭，如往常一样
来到该投注站买双色球、刮即
开票，“刚开始运气还不错，‘一
刮千金’‘ 快乐高尔夫’都小有
收获，突然感觉年底了，要讨个
好彩头，就买了一包‘吉庆有

余’开始刮。”王先生说，没有想
到的是，当他刮到第8张时，就
在第5种玩法的第4局出现了

“69”，且对应的是100万的大
奖。“当时还不确信，让投注站
老板确认后，就赶紧回家，让家
里人都看看，都可高兴了，这一
年真的是吉庆有余了。”

刮刮乐、中福在线再送好运

我省仨彩民
纷纷收获年末“红包”
□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杨辉 完永杰

核心提示 | 临近年末，大奖频发，不断有中奖捷报传来。近日，我省许昌、济源三位彩民分别
收获刮刮乐、中福在线奖金，这不仅是对一年好运的圆满总结，也为新的一年开了好头。

“连环夺宝”，济源俩彩民相继获大奖

“玩中福在线，游锦绣山
河”，自12月5日，河南福彩中
心开展中福在线300万元派奖
活动以来，受到广大彩民的欢
迎，不断有大奖中出。同时，不
少彩民参与抽奖，获得价值
9999元的旅游券奖品，可谓是
年末大惊喜。

12月16日下午，济源市中

福在线新济路销售厅再传喜
讯，幸运彩民赵先生在“连环
夺宝”游戏第三关中，以24颗

“红宝石”喜中 25万元奖金。
这是济源市中福在线在12月
份中出的第2个25万元大奖，
在此之前，12月7日晚，仍在新
济路销售厅，一幸运彩民在同
一台投注机上，也是同样的24

颗“红宝石”，帮其收获25万元
奖金，如此好运，这台机器被彩
民称为幸运投注机。

据了解，今年济源市已中
出10注中福在线25万元大奖，
可谓好运连连。同时，我省此
次中福在线派奖活动仍在进行
中，或许下一个收获大奖的幸
运儿就是您。

“吉庆有余”，许昌彩民“刮”出百万大奖

本报讯 近期河南体彩喜
讯连连，年销量破110亿元、同
期爆出4注大乐透头奖……新
年新气象，2017年 1月 1日～
10日，河南体彩再送好礼，将向
全省百姓随机派发300万元大
乐透代金券，感谢公众对体彩
公益事业的支持，并将好运传
递给更多人。

活动期间，河南体彩将通
过京东派发大乐透代金券，总
计数量为30万张。凡2017年
1月1日～10日在京东购买自
营商品（不含大家电），落地地
址为河南的用户，即可在包裹
中免费获得10元体彩大乐透代

金券1张；拿到代金券的消费
者，可在河南省内任何一家体
彩销售网点兑换10元大乐透机
选彩票1张，或许就能给您带来
千万大奖的惊喜。

浪漫新年、欢乐跨年。新
年来临之际，体彩顶呱刮为回
馈彩民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以
及对体彩顶呱刮的关注，在新
年期间开展“抢顶呱刮红包，赢
华为P9plus手机”活动。

据了解，“抢顶呱刮红包，
赢华为 P9plus 手机”活动于
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
月22日进行，本次活动将持续
4周。活动期间，用户在全国任
意体彩销售网点购买“开门大
吉”、“金鸡纳福”、“日进斗金”
中任意1款即开票，关注“体彩
顶呱刮”微信公众号，通过活动

页面录入票号和保安区验证
码，成功参与游戏后，即有机会
赢取华为P9plus手机、京东E
卡或微信红包。

三款顶呱刮即开票面值不
同，参与游戏机会也不同。如
果您购买面值 5 元“开门大
吉”，即可获得参与游戏机会1
次。购买10元“金鸡纳福”，即
可获得参与游戏机会2次。购
买20元“日进斗金”将有4次
参与机会。

守住新年的“小尾巴”，让
我们一起体验“抢红包”中大奖
的快感吧！ 河体

抢红包，赢手机

体彩顶呱刮“红包雨”
火热来袭

河南体彩将派发
30万张大乐透代金券
价值总计300万元

□记者 张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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