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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选5第201700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3、09、
14，可杀号1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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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04

06 07 09 10 11 13 14 18 20。

排列3第2017006期预测

百位：3、7、8。十位：0、4、
5。个位：2、7、9。

夏加其

福彩3D第2017006期预测

比较看好3、4、5有号，重点
可关注十位或个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3459——
012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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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太看好
的两码组合为：01、02、12、78、
7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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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039、045、047、056、057、145、
146、148、149、156、158、245、
247、249、256、258、259、336、
349、356、358、366、367、389、
447。

双色球第201700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3、04、06、
10、14、17、18、20、26、27、30、32。

蓝色球试荐：06、09、11、12、
14。 徐新格

每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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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7005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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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02062元，中奖
总金额为204764元。

中奖注数
2注

321注
5572注
252注
308注
2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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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634元。

中奖注数
914注

0注
1496注

中奖号码：246

专家荐号

“排列3”、“排列5”第17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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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9注
0注

1095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1注

342

34230
排列3投注总额14745772元；排列

5投注总额9476036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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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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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8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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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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2788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0280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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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
8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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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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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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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新年开售“中国杯”
家门口即可体验顶级足球盛宴
□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卢光

2017 年 1 月 10 日至 15
日，首届“中国杯”国际足球锦
标赛将在广西南宁开赛，来自
欧洲和南美的两支世界“准一
流”强队克罗地亚和智利，以及
在2016欧洲杯上一鸣惊人的

“黑马”冰岛将受邀参加此次赛
事，中国队作为主办国自动获
得参赛资格。华丽的南美足
球、硬朗的东欧足球，以及热血
沸腾的“冰岛战吼”都将在家门
口上演，国内球迷不用倒时差，
不用出国门就能欣赏到世界级
水平的足球盛宴，见识国际球
星现场风采。

中国杯是由国际足联批准
的国际足球A级赛事，每年举
办一届，首届比赛由4支国家
队参赛，以后逐步增加到8支

球队。1月10日、11日晚间将
进行“中国 VS 冰岛”、“智利
VS克罗地亚”两场比赛。1月
14日、15日下午进行三四名决
赛和冠亚军决赛，竞彩足球游
戏将开售全部四场比赛，为广
大球迷看球助兴。

根据初步计划，竞彩足球
在1月3日提前开售“中国VS
冰岛”、“克罗地亚VS智利”两
场比赛的比分玩法，1月5日正
式开售胜平负、让球胜平负等
其余四种玩法。之后进行的三
四名决赛、冠亚军决赛将在对
阵确定后尽早开售，彩民朋友
可登录竞彩网查询开售场次的
固定奖金。

在备战世预赛亚洲区12
强赛的关键时刻，中国杯为国

足创造了一次与国外高手切磋
的机会。此次杯赛，冰岛召入
了效力五大联赛的全部一线主
力，而智利、克罗地亚这边虽然
缺少了如桑切斯、比达尔、莫德
里奇、拉基蒂奇等一流球星，大
部分使用的是二线国脚，但整
体实力仍然非常强大，中国队
也起用一批新生力量，主要以
锻炼队伍为目标。

虽然参加此次比赛的国家
队成员有不少是新面孔，但也
由衷期待“银狐”里皮领军的新
一届国足在新春佳节到来之
际，为广大彩民带来更多惊喜，
广大彩民朋友也可借此机会，
为国足或自己喜欢的球队投上
一注，娱乐的同时说不定还能
收获惊喜哟！

本报讯 暖暖爱心，冒雨前
行，1月5日上午，“阳光福彩，
河南大爱”系列公益活动之“公
益福彩，幸福童年”助学圆梦活
动走进革命老区信阳罗山县铁
铺镇，为铁铺中学捐赠“福彩爱
心电教室”，受到了该校近400
名师生的欢迎。

现场，省福彩中心副主任
李广云致辞，为践行福利彩票
的发行宗旨，帮扶更多困难人
群，省福彩中心拿出福彩公益
金开展助学活动。经过报名、

筛选、走访等流程，向15所贫
困地区乡镇以下中心小学，捐
赠“福彩爱心电教室”（包含20
台爱心电脑，价值7万元）；向
25所贫困地区乡镇以下中心小
学捐赠“福彩爱心图书室”（包
含 3000 多册爱心图书，价值
6.6万元），实现了爱心回馈社
会的目的。同时，也希望孩子
们好好利用电教室，学习更多
知识，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之
才。随后省福彩中心宣传策划
部部长连卫东为该校授牌捐

赠，该校副校长、学生代表纷纷
上台演讲，表达谢意。

据了解，红二十五军长征
出发地何家冲位于铁铺镇，此
次公益活动不仅为孩子们送去
了爱心物资，更是对革命老区
的慰问。“由于缺乏器材，平时
孩子们的电脑课只能是理论
课，这次省福彩中心捐赠后，孩
子们终于能通过实际操作查阅
资料、开阔视野，帮助他们学
习，真的很感谢。”该校副校长
潘群说。

河南“公益福彩，幸福童年”
走进革命老区
为信阳罗山铁铺中学捐赠爱心电教室
□记者 张琛星

本报讯 2017年1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
公告（2017年第1号），2017年
彩票市场春节休市时间为
2017年1月27日0：00至2月
2日24：00。

休市期间，除即开型彩票
外，停止全国其他各类彩票游
戏的销售、开奖和兑奖。具体
彩票游戏的开奖、兑奖等时间
调整安排，由彩票发行机构、

彩票销售机构提前向社会公
告。

公告还要求，休市期间，
即开型彩票的销售活动由彩
票销售机构根据彩票发行机
构的要求和本地实际情况决
定，要制定全面细致的销售工
作方案，切实加强安全管理。
同时，彩票销售机构要充分尊
重彩票代销者的意愿，不得强
行要求销售。

包和值是彩民玩3D时常
用方法之一，但如果包和值的
时机把握不准，就会有非常大
的风险，所以包和值也要讲究
一定的技巧。

3D 的和值有 0-27 共 28
种。以13、14为界，离13、14越
近的和值，出现的几率越大，应
为选择的重点，10-17为最应
重点关注的区域，5-22 中除
10-17 以外的为一般关注区
域，5-22以外的区域由于出现
几率较低，一般可不作考虑。

虽然包和值时，彩民应该
重点关注中间点位，但彩票摇
奖是完全随机的，某些中间和
值很长时间不出现亦属正常现
象。不管哪个和值，当它很长

时间沉寂时，我们不要仅仅局
限于考虑这个和值怎么会间隔
这么长时间不出，而是要找到
此和值的历史最大遗漏，而这
就需要彩民准备一套非常完备
的历史出号数据统计。

除了要关注所包和值的历
史最长遗漏，还要关注它在最
近一次出现的前一段时间是否
频繁地出现。如果要想包一个
和值，切莫仅仅关注此和值，其
实和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系数。如果哪一个和值长时间
不出，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它的
同尾和值。如果在它长时间间
隔过程中，它的同尾和值有所
表现，那么彩民就要谨慎投注，
切莫盲目跟风。 中彩

福彩3D投注技巧：
包和值选号

1月27日至2月2日
彩票市场春节休市
□记者 吴佩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