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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2017055期预测

比较看好3、6、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0368——
124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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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037、
134、136、138、236、238、239、

346、347、348、349、356、358、
367、056、067、126、146、156、
167、168、256、267、128、148、
158、178。

双色球第201702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2、04、08、
11、14、17、19、20、25、26、30、31、
33。

蓝色球试荐：03、05、06、09、
15。 徐新格

每注金额
3887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054期中奖号码
2 10 11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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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98元，中奖
总金额为193031元。

中奖注数
2注

359注
6270注
211注
169注
2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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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870元。

中奖注数
216注

0注
1153注

中奖号码：754

专家荐号

“排列3”、“排列5”第17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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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9注
0注

1045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7注

702

70244
排列3投注总额1584655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8186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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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7050元
194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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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2946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182665元。

红色球
13
蓝色球

09 21 25 26 29 31

第201702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6注
120注

1026注
62935注

1299629注
9143423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44注
2610注

55734注
394265注

22选5第201705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7、11、
18，可杀号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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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05

07 08 09 10 11 13 15 18 19。

排列3第2017055期预测

百位：0、3、5。十位：2、5、
9。个位：1、4、6。

夏加其

第二天一早醒来，李先生
翻看手机，看到了河南中双色
球大奖的信息，下意识地想到
自己的彩票，于是便拿出兑奖，
一时间很是激动，居然命中了
所有号码，中了 1000 万元头
奖，由于胆拖投注，共收获奖金
1015万元。

“激动但又平静，我平时买

得比较多，之前也中过几十万，
投入就有回报吧！”李先生说，
他未满20岁就出来打拼，结婚
生子都在郑州，平时买彩票投
入多，家人也不支持，近些年也
改变了很多。“8年多一直在打
工，这次中奖不仅是一种好运，
也让自己8年的漂泊生活有了
归宿。”

关于奖金的用途，李先生
表示，他已经和妻子商量好了，
先买个房子，然后还债，剩余
的留一些零花，其他的交由妻
子保管。

同时，为了感恩福彩，回报
社会，李先生现场捐出1万元
爱心款。“希望能帮助困难人
群，为福利事业尽点力”。

自选2胆，机选13拖1蓝

“郑漂”小伙揽双色球千万巨奖
□记者 张琛星

核心提示 | 2月
26日晚，福彩双色球
第 2017022 期全国
开出4注头奖，单注
奖金 1000 万元，其
中 1注花落河南，出
自郑州市桐淮小区附
近的41010192福彩
投注站，为胆拖投注，
花费1430元命中大
奖。2月27日，大奖
得主李先生（化名）
现身省福彩中心领
奖，讲述彩票背后的
故事。

老彩民爱机选，除了胆码全部机选

兑奖现场，双色球中奖彩
票亮相，“2红胆+13红拖+1
蓝”，投入1430元，无疑是技术
型彩民。一般来说，胆拖投注
有着投入少、收益大的特点，但
需要投注者有一定的专业能
力，准确命中胆码。当众人惊
叹时，大奖得主李先生透露，这
张彩票除了2个胆码，其他都

是机选号码，一时间让众人惊
讶的同时多了几分羡慕。

据了解，李先生是外地人，
8年前来到郑州打拼，同时也
是在8年前开始购彩的，双色
球几乎是期期不落，喜欢机选
投注，每次几百上千元不等，是
资深的老彩民了。2月26日是
双色球的开奖日，上午，他来到

郑州41010192福彩投注站购
买双色球，由于来之前已看好
06、16，于是，他将这俩号作为
胆码，其他号码如往常一样机
选。由于机选后的金额较大，
便去掉了两个号码，最后“2红
胆+13 红拖+1蓝”投注。之
后，李先生便离开投注站，当晚
也没关注开奖。

讲述打拼经历，奖金交由妻子管理

北京时间本周六22∶00，
意甲第27轮首场比赛即安排
了罗马与那不勒斯的焦点战。
罗马上轮击败国际米兰稳固了
亚军位置，冬歇期后的10场比
赛罗马攻入22球，其中纳英戈
兰4场联赛攻入5球，成为继哲
科和萨拉赫之后又一个强力得

分点。
那不勒斯近期赛程比较艰

难，在连续输给亚特兰大、尤文
图斯之后，又要迎战罗马和皇
家马德里。欧冠逆转皇马的希
望十分渺茫，本轮与罗马的联
赛显得更为重要。那不勒斯目
前人员齐整，常规主力只有阿

兰因伤缺阵，波兰中锋米利克
也已经伤愈复出。

双方周中都有意大利杯比
赛，体能状况相当，双方进球数
名列意甲前两名，那不勒斯以
总进球数60个暂列联赛第一，
罗马仅少入3球，位居第二，本
场仍可能上演一场对攻大战。

竞彩胜平负单固赛事，周末聚焦强强对话

英超双雄会，“红军”战“枪手”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3月1日，2017年“竞彩普及日”正式启动后，广大彩民喜闻乐见的竞彩胜
平负单固赛事再次开售。本周末至下周一竞彩足球将有8场单场胜平负赛事，其中“利物浦
VS阿森纳”、“罗马VS那不勒斯”等强强对话非常值得关注。

本周末，利物浦、阿森纳厮杀在即

北京时间本周日凌晨1∶30，
利物浦（绰号“红军”）将在主场
迎战阿森纳（绰号“枪手”）。本
赛季利物浦是面对强队表现最
好的前六球队，但是，面对保级
球队糟糕的战绩，无不让人大
跌眼镜。也难怪，在英超，一贯

“劫富济贫”的利物浦已经成为
一个传说，只有被利物浦击败

的球队才是真正的“强队”，只
有击败了利物浦才是真正的

“保级队”。目前，利物浦14胜
7平5负积49分的成绩位列小
组第5名。

在欧冠1/8决赛首回合比
赛中，阿森纳客场1∶5惨败拜
仁，翻盘无望。本轮联赛对于
阿森纳来说是其巩固前四名的

关键比赛，他们现在以15胜5
平5负积50分的成绩居小组第
4名，如果此次取胜，将有利于
阿森纳拉开与利物浦的积分差
距。不过，目前的阿森纳主力
球员厄齐尔和科斯切尔尼都有
伤，拉姆塞有望复出，他们的中
场与后防存在一定困难，至于
赛果如何，还是场上见分晓吧。

罗马、那不勒斯或上演进球大战

2 月 27 日（农历二月初
二），对于新乡市辉县的刘先生
（化名）来说，可谓是“双喜临
门”，因为这一天不仅仅有着传
统的“二月二，龙抬头”的喜庆
说法，同时也是他到新乡体彩
分中心兑取25万元大奖的好
日子。

2月26日晚，刘先生来到
辉县市上八里4107820019体
彩销售网点，一进网点，他就被
即开票展示柜中琳琅满目的各
类票种深深吸引，尤其是顶呱
刮的经典票种“十倍幸运”，于
是就购买了5张刮了起来，结果
只中了一些小奖。

这时候，该网点销售员说

道：“这里还有一本崭新的未拆
封的整本票，来一本试试吧！”
刘先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拆
开了这本“十倍幸运”。当刘先
生刮到快一半的时候，表情僵
住了，禁不住跳了起来，“中了，
我中了25万！”刘先生欢呼雀跃
地呼喊着。该网点销售员和刘
先生一起，拿着这张彩票再三
确认，确实中了25万元大奖。

怀着激动的心情，2月 27
日一早，刘先生来到新乡体彩
分中心兑奖大厅进行兑奖。兑
完奖后，刘先生说，正是他一直
以来钟爱体彩“顶呱刮”，把它
作为自己购彩的首选，才有了
这次中25万元大奖的幸运。

新乡彩民刮中
“十倍幸运”25万元大奖

□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郭云龙

省福彩中心副主任李广云（右）为中奖者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