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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格

福彩3D第17073期预测

比较看好3、5、7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0357——
124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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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035、
037、047、057、126、134、138、145、

147、156、167、178、238、245、249、
258、267、278、346、348、356、366、
368、457、458、467。

双色球第1703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5、08、10、
11、13、14、17、18、23、24、26、28、
31、33。

蓝色球试荐：07、09、10、12、
13。

夏加其

七星彩第1703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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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位 2、5，三位 1、4，四位 2、9，五
位3、8，六位6、7，七位4、5。

排列3第17073期预测

百位：0、4、6。十位：2、7、9。
个位：0、1、4。

22选5第17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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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可
杀号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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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09
10 13 14 17 18 19。

大乐透第17032期预测

推荐“9+3”：07、11、14、20、23、
26、29、31、35 +04 08 12。

专家荐号

朝8晚12，守着网点连轴转

郏县王峰：认准方向，埋头苦干
□记者 吴佩锷 文图

核心提示 |“有思路、有信心、有善心，能把这三点坚持下来，不怕做不好。”说起这么多
年来的经验，郏县体彩4104250015网点业主王峰这样总结道。从2011年初经营体彩
店至今，王峰和其他优秀体彩业主一样，在成绩的背后，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辛勤付出。

认准方向，埋下头来干到底

王峰的体彩网点属于典
型的夫妻店，位于郏县行政路
东段新移动公司对面，2011
年年初开业。他告诉记者，之
前这里很偏僻，属于新区，人
烟稀少，“很多人都不看好这
里，但我觉得未来这片儿肯定
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因为规
划的有行政区、医院、商业小
区等，人肯定会多起来。”现在
看来，王峰的选择并没有错。

当然，要想让营业收入保
持稳定，更重要的还是为人。

“郏县常住人口七八万，所以

彩民基数较少。要想留住数
量不多的彩民，就必须依靠人
品与专业。只要能为彩民提
供方便的，在合理范围内，我
基本不会拒绝。时间长了，人
家觉得你不会偷奸耍滑，名声
好了，就能聚人气。”

除此之外，专业知识也得
过硬，新游戏、新玩法都要第
一时间跟彩民讲透，而且自己
要先尝试，总结出中奖概率高
的方法，介绍给彩民，赢得彩
民青睐。像竞彩足球、篮球，
这些涉及的知识点更多，而且

信息更新得也很快，你要时刻
了解很多球队，每一个细节都
要把握到。有一次王峰推荐
的篮球赛事预测，连中了10
场，他总结说：“业主要时刻保
持头脑清醒，有思路，要懂得
该怎么引导彩民投注。认准
了方向，就要埋头苦干，不能
怕累。”每天睡觉前，他都会做
总结，没做到位的要不断反
思。“像‘481’还是有一定规
律可循的，胡乱买肯定不行，
总之你得先成为专家，然后把
彩民培养成高手与朋友。”

朝8晚12，守着网点连轴转

每年的市级优秀网点，
2014年、2015年省级优秀网
点……这些荣誉的背后，是王
峰与妻子每天16个小时的工
作时间换来的。“头一年销售
不好，现在随着我们俩的不断
努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生意好
了很多，但身体又熬出了毛
病。”王峰告诉记者，每天朝8
晚 12的连续工作让人很疲
惫，他还因此得了强直性脊柱
炎，腰直不起来，而妻子因为
长期无法按时吃饭，患上了胃

溃疡。
再加上这几年，网点又成

立了“心动竞彩”俱乐部，有
90多个成员，每天都要推荐
比赛，所以工作压力更大了。

“手机从不离手，铃声一响就
赶紧看，生怕漏掉专家发来的
推荐单，有时候开车也会接到
彩民的下单电话。而对于专
家的推荐，我会先结合自己的
分析进行再加工，然后再发给
彩民供他们参考，一味地‘拿
来主义’，彩民就会流失。”

因为夫妻俩都忙，对孩子
疏于照顾，“在我们事业正爬
坡的时候，女儿出生了，奶还
没断就送回老家让父母照顾，
回去看女儿的次数也屈指可
数。现在女儿三岁，因为没时
间做饭，小孩自己拿着钱去买
吃的，感觉自己没尽到做父亲
的责任。”不过对于未来，王峰
充满信心，“体彩很有前景，特
别是竞彩，是我今后工作的重
心。干这行只要有思路、有信
心、有善心，不怕做不好。”

王峰的妻子正在给彩民出票

3月 10日，体彩顶呱刮新票
“卧虎藏龙”正式上市，同时还有
“刮卧虎藏龙，赢龙虎大奖”的促
销活动配合开展。“新票+促销”的
模式刚开始，就引爆了济源体彩
顶呱刮市场。

“我刮中了‘虎’标志！”3月
10日济源体彩4118010041网点
传来喜讯，这是济源彩民在活动
开始后刮中的第一个“虎”标志，
彩民在中得奖金的同时，还可获
得电饼铛或电火锅一个。当天还
有更大的喜讯传来，该市体彩
4118010096网点彩民刮中“龙”
标志，中得奖金的同时还获得价
值2000元的电动车一辆。3月10
日，济源彩民共刮中6个“虎”标
志，获得 6 个电火锅；刮中 1 个

“龙”标志，获得1辆电动车。

新 票 上 市 后 ，济 源 体 彩
4118010115网点业主乐开了花，
不为别的，就为自己店里刮出来3
个“龙虎”大奖。据该网点业主介
绍，新票刚上市，自己领了5本“卧
虎藏龙”彩票，彩民来了就积极推
荐。而大奖的不断爆出，也让彩
民直夸“卧虎藏龙”彩票回报真是
丰厚。

截至3月 19日，“刮卧虎藏
龙，赢龙虎大奖”活动开展10天，
济源彩民共刮中89个“虎”标志和
8个“龙”标志，收获了89个电火
锅（或电饼铛）、8辆电动车。

据了解，“刮卧虎藏龙，赢龙
虎大奖”活动从3月10日一直持
续到3月31日，彩民可以到各体
彩销售网点试试手气，刮中属于
自己的“龙虎”大奖。 河体

济源顶呱刮“卧虎藏龙”
奖销两旺好运不断
上市首日即爆出7个“龙虎”大奖

每注金额
20667元

50元
5元

38元
244元

2115元

第2017072期中奖号码
1 10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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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588元，中奖
总金额为612720元。

中奖注数
12注

552注
10834注
1322注
555注
4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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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998元。

中奖注数
524注

0注
2854注

中奖号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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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注
1注

77注
27注

1365注
348注

36526注
11835注

594126注
187571注

5385352注

单注金额
7864769元
4718861元

93890元
56334元
2162元
1297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031期
中奖号码：02 16 17 30 32 02 09

本期投注总额为 185528267元,3582956408.2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0元
17086元
1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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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5 16 18 21 22 27 10

第201703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3注

230注
963注

7911注
15977注
9296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2注

27注
238注
474注

2812注

“排列3”、“排列5”第17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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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8注
0注

10755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5注

948

94832
排列3投注总额16337060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094436元。

河南体彩上周（3月13日—3
月19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
大奖共13个，其中：1万元-5万
元：10个；5万元-10万元：3个。

目前热销票种：卧虎藏龙（面
值20元）、卧虎藏龙（面值10元）、
卧虎藏龙（面值5元）。体彩“顶
呱刮”，刮出精彩生活！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上周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