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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2017048期预测

比较看好2、3、4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346——
015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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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027、

035、036、037、126、127、128、
135、136、137、138、145、146、
148、255、256、257、258、259、
267、268、356、358、366、367。

双色球第201702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7、14、15、
17、19、22、24、25、26、29、30。

蓝色球试荐：03、04、05、07、
11、13。 徐新格

每注金额
1749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047期中奖号码
5 6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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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08元，中奖
总金额为222519元。

中奖注数
4注

431注
6830注
418注
310注
27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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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452元。

中奖注数
822注

0注
1231注

中奖号码：945

专家荐号

“排列3”、“排列5”第17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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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0注
0注

9703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7注

283

28360
排列3投注总额15732436元；排列

5投注总额9659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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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7279元
190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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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903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202330元。

红色球
09
蓝色球

02 05 10 22 32 33

第201702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6注
115注

1262注
64378注

1158519注
9124031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5注

61注
3101注

54238注
380519注

22选5第201704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8、14、
19，可杀号05、11；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四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3 04 06

08 10 12 13 14 16 17 18 19。

排列3第2017048期预测

百位：0、5、8。十位：2、3、
9。个位：4、6、8。

夏加其

穷山坳里的百万网点——

栾川“社会哥”讲述他的体彩经

□记者 吴佩锷 文图

一直以来，开封福彩从不
缺少中福在线大奖的眷顾，仅
2016年就中出31个累积奖，其
中 26 个奖金均为足额 25 万
元。转眼到了2017年2月，好
运再次来临，2月17日、18日，
该市连续中出两个累积奖，均
为足额奖金25万元。

2月17日晚8时许，开封市
汉兴路中福在线永合丽景销售
厅早已座无虚席，彩民万先生
也来试试手气。因为平时玩得
比较随意，所以几轮投注后，万
先生并没有特别关注投注结
果。当投注机屏幕出现了成片
的绿宝石，他心想应该是给了
个高倍分值吧。

然而，随着宝石下落动画
的结束，屏幕上出现了“恭喜中
得累积奖250000元”的字样，
这个结果让他情不自禁地惊呼
到“25万！第一关的25万！”。

话音刚落，众人前去围观感叹：
“今年第一个25万元、第一关也
能出25万元，真幸运。”

紧接着，2月18日晚，开封
今年第二个中福在线25万大奖
降临尉氏县。据了解，大奖得
主孙先生是中福在线的老彩
民，平时喜欢晚饭后玩上几
把。当晚，他来到尉氏县文化
路中福在线销售厅，他就顺利
闯过“连环夺宝”三关，中得奖
金一千多元。本打算兑奖后离
开的他，见到时间尚早，就先兑
付了一千元奖金，继续使用原
卡投注。

在第二轮投注已行进至第
三关尾声时，只见投注机屏幕
上齐刷刷地落下25个红色钻
石，并赫然显现出“恭喜中得
250000元累积奖”的字样，这也
是开封今年中出的第二个中福
在线25万足额大奖。

如今的张社会在彩票圈可
谓家喻户晓，除了河南省内巡
讲，山西、陕西等外省同行也会
邀请他去介绍经验，每年外出
讲课100多场。

对于如今的“大红大紫”，
张社会很谦虚，“相比年销量上
千万的网点，我还差得远，我只
是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经验分
享给大家，让愿意进步的业主
少走弯路”。

“卖彩票有两个关键，一是
服务好，二是宣传好。”张社会

介绍，早些年电脑、智能手机尚
不普及，他每天晚上要给1800
多个彩民发短信，提供开奖信
息。“因为人太多，我还特意办
了3个手机号，每天都发，哪个
彩民都不落下。”而在陶湾镇最
繁华的路口处，他挂了三个宣
传体彩的巨型条幅。除了“硬
宣传”，“软宣传”也很重要，“曾
经我花了三个多月时间，用
9000多张‘顶呱刮’彩票做了
一个2米多长的‘大凤凰’，用
生动形象的造型，来吸引人们

关注体彩。”
“做啥都不容易，我有四五

年都没回过老家，每年春节都
要到县城或镇上卖即开票，山
里的冬天冷得刺骨，手指头常
常冻裂。吃饭也很简单，热水
配干馍就是一顿饭。”张社会
说，有付出就有回报，来自农村
的他阶段性实现了人生的不少
目标和梦想。

“体彩成就了我，销售体彩
既是公益事业，也将是我的终
生事业。”张社会说。

核心提示 | 张社会，洛阳市栾川县陶湾镇体彩06418网点业主，在河南彩票圈儿有着响当
当的名气，并不在于他的网点销量有多高，而是他善于经营及敬业精神。因为经营有道，连
外省的体彩业主都慕名前去“取经”，每年外出讲课多达100余场。由于常年外出参加活动，
网点销量有所下滑，但在张社会看来，人的价值不能用金钱衡量，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来帮
助他人也是一种价值体现。

让他成为即开票年销量冠军

在历经4个多小时的车程
后，记者一行终于从洛阳市区
来到栾川县陶湾镇。在这座常
住人口不足4000，以劳动力输
出为主的镇里，张社会2015年
实现了体彩年销量700万的突
破，这个数据让业内人士感到
惊讶。

2008年2月，42岁的张社
会接手了体彩06418网点。在
此之前，他是一名矿山里的出
渣工。刚开始他啥都不懂，镇
上人少生意也不是特别好，一
个月销量才4000元左右。不
过没多久因北京奥运会，“顶呱
刮”彩票上市了，张社会觉得这

种即开即兑的票种很有潜力，
“相比数字型游戏，‘顶呱刮’更
容易上手，也不用等开奖，我就
决定下大力气推销这种产品”。

为聚人气，张社会想了很
多办法，“放鞭炮、发传单、贴宣
传标语等我都做过，后来发现
效果不是特别好。”有一天，他
心生一计，人都有一种猎奇心
理，特别是在山里头，信息相对
闭塞，人们也爱聚在一起听故
事，如果把彩民买彩票过程中
的小插曲记录下来，效果应该
会不错。

在张社会的彩票店里，有
一面墙上满是装裱起来的“顶

呱刮”彩票，旁边再配上他原创
的顺口溜，组成一则小故事。

“我们镇上有牛姓5兄弟，来我
这刮彩票都中过奖，我就把他
们兄弟 5人各自的特点总结
好，然后单独编成故事装裱起
来。”张社会说，除此之外，像

“马大妞、厂花、袁大头”这些彩
民身边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
独特的中奖故事，很多彩民看
到他们的中奖事例，一高兴也
会刮几张。

一点一滴的积累，张社会
网点的即开票销量与日俱增，
连续多年保持洛阳市体彩即开
彩票销量第一。

销售体彩将是他的终生事业

昨天，河南省体彩中心发
来声明，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和
要求，省体彩中心于2017年再
次开展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体
育彩票行为自查工作，并郑重
声明如下：

目前，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未与任何公司、网站合
作或授权利用互联网销售体育
彩票。凡仿冒省体彩中心官网、
以省体彩中心官网名义、自称与
省体彩中心合作或经过授权等
开展互联网销售体育彩票的行
为，均系侵权行为，省体彩中心

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同时，省体彩中心特别提

醒广大彩民应通过正规渠道购
买合法彩票，遇到销售私彩或
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等违
法违规现象，应坚决抵制并向
公安、工商机关报案。河体

开封中福在线
两天送出俩25万元大奖
□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刘柯

我省体彩中心
再次开展网上售彩自查工作

张社会（左）正在为彩民出票

讲故事

谈感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