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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2017062期预测

比较看好1、2、4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249——
03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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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36、

138、139、145、146、148、149、156、
158、167、168、179、025、026、027、
239、245、246、247、248、249、256、
259、267、268、269、278、346、347。

双色球第2017028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7、12、
13、14、17、21、22、23、25、28、30。

蓝色球试荐：01、03、04、09、
13。 徐新格

每注金额
2249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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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7061期中奖号码
3 18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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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646元，中奖
总金额为624783元。

中奖注数
1注

787注
11509注
1150注
716注
4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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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332元。

中奖注数
381注
264注

0注

中奖号码：454
“排列3”、“排列5”第17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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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7注
0注

21565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58注

198

19885
排列3投注总额1569666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7245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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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4368元
244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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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9638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4480256元。

红色球
05
蓝色球

02 04 11 14 27 30

第201702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76注

1547注
74416注

1351632注
12316010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注
1注

103注
3052注

57770注
556866注

22选5第20170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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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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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5

06 07 09 10 11 13 14 18 19。

排列3第2017062期预测

百位：2、6、7。十位：4、5、
9。个位：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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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因郑州市森林公园升级改造建设需要，需迁移该
项目范围内的所有坟墓。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郑州市森林公园范围内（东至众意西路，西至龙

湖中环路，南至彩云路，北至北三环）的所有坟墓。
二、搬迁时间
请上述迁坟范围内坟墓坟主，务必于2017年4

月15日前自行迁移完毕。
三、逾期未迁移的将作为无主坟墓处理，产生后

果由坟主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观州
联系电话：55006085 13598887567

郑州市森林公园
2017年3月8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紫荆医院：

本委受理王曼曼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
你直接及邮寄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6）126号裁决书，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发
布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15日内不服本裁决，
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好老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管劳人仲案字（2016）第132、133号劳动争议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及邮寄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6）第132、133
号仲裁裁决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
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布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送达后15日内不服本裁决，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
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逾期
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亿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郭卫凯、苏沛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向你直接及邮寄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6）130号裁决书，根据《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自发布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15日内不服本裁
决，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告

专家荐号

3月2日，驻马店彩民陈先
生刮中刮刮乐“闪耀钻石”30
万元，这也是驻马店第一位中
得“闪耀钻石”大奖的彩民。

据悉，当天晚上7点多，陈
先生和两位朋友来到遂平县
41780218号投注站，一进投注
站他就开始购买刮刮乐。随

即，投注站业主就把前一天彩
民刮剩的 14 张面值 10 元的

“闪耀钻石”递给他。刮到第4
张的时候，陈先生惊喜地发现
竟然中了30万元。激动的陈
先生连忙喊来了业主，让其帮
忙核对中奖信息是否正确。在
确认中奖后，陈先生兴高采烈

地离开了投注站。
喜讯不胫而走，引来众人

羡慕。3月3日，中出这个大奖
的福彩投注站门前锣鼓声不
断，立起了彩虹门，庆祝大奖的
诞生，不少彩民也纷纷前来沾
沾喜气，期盼好运能再次降临。

周五竞彩赛事聚焦意甲、德甲

主场大优，尤文图斯力保不败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昨日，欧冠1/8决赛两场精彩对决刚让彩民过足瘾，紧接着，本周六凌晨再有两
场焦点赛事上演。意甲第28轮一场焦点大战，将在尤文图斯与AC米兰之间打响；德甲方
面，第24轮首场比赛将在勒沃库森（绰号“药厂”）与云达不莱梅之间打响，“药厂”近期表现
不温不火，两队交战数据更是于“药厂”不利，赛果走向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意甲焦点战，尤文图斯战AC米兰

北京时间3月11日凌晨3
点45分，尤文图斯与AC米兰
之间的强强对话将在尤文图斯
竞技球场拉开战幕。欧冠赛场
上表现抢眼的尤文图斯，在联
赛一直稳居霸主地位，他们在
最近的意大利杯、联赛上还未

尝败绩，状态如日中天。况且
本次赛事尤文图斯占据主场优
势，而连续42场的主场不败纪
录，或许让对手倍感压力。

AC米兰目前状态也不错，
在经历了各项赛事的 4连败
后，他们最近5场联赛拿下了4

胜1平，虽然只排名联赛第7，
但距离第 4 的拉齐奥只有 3
分。此役，AC米兰更是希望打
破尤文的不败金身。在两队近
10场交战中，尤文图斯6胜2
平1负占据优势，此役双方都
志在3分。

迎战云达不莱梅，勒沃库森主场求反弹

在上轮联赛对阵多特蒙德
的比赛中，勒沃库森2∶6惨败，
主教练施密特下课。最近一段
时间，“药厂”状态低迷，近6场
联赛4负2胜，目前，他们以9
胜3平11负积30分位列小组
第10，创下俱乐部14年来的最

差战绩。此役，坐镇主场的“药
厂”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
在欧冠1/8决赛第二回合，他
们还有一场恶战要去应对。

云达不莱梅上轮主场拿下
达姆施塔特，近三轮全部取
胜。不过，上周末对阵达姆施

塔特的比赛中队长克莱门斯因
伤离场，提前告别本赛季。两
队过往交锋，勒沃库森处于下
风，近三次碰面全败。此役对
两队来说都很重要，“药厂”期
望借此扭转颓势，而云达不莱
梅也期望进一步远离降级区。

刮刮乐“闪耀钻石”送好运

驻马店彩民喜中30万元
□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宁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