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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134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016期中奖号码
3 5 9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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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800元，中奖
总金额为214531元。

中奖注数
5注

533注
8178注
292注
343注
21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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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522元。

中奖注数
684注

0注
1044注

中奖号码：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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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注
18注

514注
191注

23581注
8255注

441291注
146292注

4263875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
163945元
98367元
6572元
3943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007期
中奖号码：08 11 17 25 27 02 04

本期投注总额为 185767086元,3283292218.9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1530776元
31240元
1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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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12 18 19 26 27 30 14

第201700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7注

270注
817注

8673注
15708注
9545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2注

10注
173注
489注

2618注

“排列3”、“排列5”第17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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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5注
0注

9101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7注

796

79635
排列3投注总额1476945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384782元。

徐新格

福彩3D第17017期预测
比较看好3、6、9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369——

014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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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37、

056、067、126、136、138、146、156、
167、168、234、236、238、239、249、
256、259、267、345、346、347、348、
349、356、358、367、456、569。

双色球第17008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6、08、11、

14、17、19、21、22、23、28、31。
蓝色球试荐：03、04、06、07、

10、12。

七星彩第17008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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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二位 3、6，三位 4、5，四位 6、9，五
位2、7，六位3、5，七位4、9。

排列3第17017期预测
百位：2、3、8。十位：0、4、7。

个位：1、3、5。

22选5第17017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09、13，可
杀号1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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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3 15 16 18。

大乐透第17008期预测
推荐“9+3”：03、10、14、19、22、

26、27、32、33 +03 04 10。

夏加其

本报讯 上周，河南体彩
七星彩当之无愧地成为彩市
关注的焦点。1月10日开奖
的七星彩第17005期，全国
共中出的6注头奖，全被河南
两位彩民包圆，霸气地掏空
了当期的奖池。惊喜不断，
紧接着1月13日，七星彩第
17006期开奖，全国中出一注
头奖，单注奖金500万元，幸
运的是，这注大奖又被我省
新乡彩民击中。连续两期，
河南彩民收获七星彩头奖7
注，河南真可谓是大奖福地。

1月 16日上午，七星彩
第17006期的中奖彩民张先
生来到省体彩中心兑取了他
的幸运大奖。据了解，张先
生虽然年龄不大，但彩龄长
达8年，对大乐透情有独钟，
期期都买，从来不看走势图，
每次都是把家人的生日号作
为投注号码。值得一提的
是，这次中奖的彩票是张先
生第一次购买七星彩，回忆
起买彩票的那天，他说：“我
属于走到哪儿买到哪儿的类
型，那天我又去买大乐透，同

去的朋友喜欢买七星彩，建
议我也买几注试试，于是我
又用家人的生日号买了6注
七星彩。”

开奖当晚，张先生拿出
手机查询开奖，结果女儿生
日的那注号码正中当期的一
等奖。“知道中奖后，这几天
都没睡好，今天一早就赶来
领奖了！”张先生兴奋地告诉
记者。对于这笔奖金的用
途，张先生说：“之前做生意
赔了，把欠款还清过个好年，
剩下的以后慢慢打算。”

连续两期，7注头奖，均被我省彩民收入囊中

新乡彩民中七星彩500万元
□记者 杨惠明

从拮据到逐渐好转，从漂泊到生活稳定

体彩让他们一家人心有所依

□记者 张琛星 文图

核心提示 |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体彩如阳光般普照，成为国家公益力量的重要部分，
温暖和改变着越来越多的人群，让他们不再漂泊，心有所依。对于鹤壁淇县第
4106220019号体彩网点业主、59岁的夏亮来说，更是感受颇深，夫妻俩早年下岗，女
儿早已出嫁，儿子自幼残疾，一家人相依为命。2012年，他们结缘体彩，之后，不仅生活
开始好转且稳定，更让他们找到了人生方向，有了归属感，并满怀信心地走下去。

面对生活压力，他们选择了开体彩店

时间回到2005年，夏亮
夫妻俩相继下岗，由于人到
中年，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加上儿子还在上学，家里没
了经济来源，生活开始变得
拮据。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2012
年，他的儿子夏健祯大学毕
业回到家，一家人相依为命。

为了改变窘迫的状态，
夏亮四处寻找机会，在朋友
的建议下，家人商议后，他们

决定加入体彩队伍，开一家
体彩店，随即便着手申请。
由于家庭特殊，在省体彩鹤
壁分中心的帮助下，夏亮利
用自家的房屋，终于在当年
把体彩店开了起来。“总算是
有了一项能干的工作，也比
较适合我们这样的家庭，很
感谢他们。”

带着希望与憧憬，夏亮
与妻子、儿子开始了新的生
活，万事开头难，几乎没有接

触过彩票的他们，从零开始，
一步一个脚印，熟悉各种玩
法、学习各类知识、总结各种
经验。不懂就及时请教他
人，合理分工，父子俩分别找
到擅长的方面，用于经营。
两三个月后，他们的体彩店
开始步入正轨，有了起色，逐
渐开始稳定。“刚开始很不适
应，心里也没底，坚持过来
了，就体会到体彩真的不错，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生活开始好转，更是找到了人生方向

经营有了起色，夏亮一家
的生活也发生着变化，不仅生
活上有了好转，而且家里的欢
声笑语也多了起来。对于夏
亮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儿子
的改变，一下子找到了他自己
的方向。儿子夏健祯自幼残
疾，大学毕业后回到家里，一
段时间内情绪很低落，也给当
时情况本就不好的家庭，增添
了灰暗。

然而，自从体彩店开业
后，在学习和经营中，今年24

岁的夏健祯逐渐喜欢上了这
项事业，现在他不仅擅长推荐

“481”，还经常为体彩店策划
宣传活动，很受欢迎。例如，
进入他的体彩店里，在醒目的
位置，张贴着“微信摇奖”小活
动介绍，在活动期间，只要拿
出手机，按照规则，说不定就
能收获好运，吸引不少人参与
其中；同时，父子俩还经常交
流心得，遇到盲目大额投注的
彩民，他们会及时提醒，要理
性投注，不能沉迷其中，平常

心才能收获更多好运。此外，
对新彩民他们耐心讲解，对老
彩民则加强交流，接受建议，
提升服务。

就这样，一个体彩店，改
变了一家人的生活，更让他们
内心有了依靠。对于未来，夏
亮表示，会继续努力做好，还
会把竞彩重新做起来，“体彩
给了这么好的平台，帮了我们
这么多，咱肯定要用更好的成
绩作为感恩和回报，为公益事
业做出贡献。”

夏亮父子在网点

专家荐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