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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2017076期预测

比较看好2、6、7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267——
034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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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067、116、126、
136、145、147、156、166、168、
229、238、245、249、258、267、
338、347、349、356、358、367。

双色球第201703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6、08、09、
11、12、14、17、22、26、27、32。

蓝色球试荐：02、05、07、08、
09。 徐新格

每注金额
3068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075期中奖号码
2 3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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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278元，中奖
总金额为352289元。

中奖注数
15注

920注
12022注
1334注
692注
43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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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7910元。

中奖注数
642注
347注

0注

中奖号码：787

专家荐号

“排列3”、“排列5”第17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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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7注
8805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5注

900

90005
排列3投注总额15284874元；排列

5投注总额9888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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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9933元
133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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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8576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8455933元。

红色球
15
蓝色球

05 07 15 20 23 30

第201703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2注
205注

1094注
58117注

1077797注
6858874注

全省
中奖注数

2注
16注
59注

2483注
46071注

303881注

22选5第2017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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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可杀号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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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7 08 09 11 13 15 16 19 21。

排列3第2017076期预测

百位：0、3、6。十位：4、7、
8。个位：2、3、9。

夏加其

本报讯 本周五至周日，竞
彩开售多场世界杯欧洲区预选
赛，还有个别比赛入选了竞彩
胜平负单固赛程，供广大彩民
竞猜。

周五入选竞彩赛程的世界
杯欧洲区预选赛共有9场，其中
有两场入选竞彩胜平负单固赛
程，分别是北京时间3月25日
凌晨 3点 45分开打的爱尔兰
VS威尔士以及克罗地亚VS乌
克兰。

爱尔兰在去年夏天的欧洲
杯中表现不俗，球队成功从意
大利、瑞典、比利时所在的小组
中突出重围，杀入淘汰赛，最终
仅以一球小负于东道主法国
队。同样，在世界杯欧洲区预
选赛前4轮的D组较量中，爱尔

兰表现抢眼，他们以3胜1平的
成绩位列小组第一。而他们的
对手威尔士虽然拥有皇马球星
贝尔和阿森纳中场大将拉姆塞
等一线球员，但小组成绩倒是
一般，1胜 3平暂居D组第 3。
此役，爱尔兰将坐镇主场迎战
威尔士，正值三连胜的他们有
望再下一城，不过威尔士亦非
吃素之流，主队要想稳胜，切不
可掉以轻心。

而本周末，更多精彩赛事
也将轮番开打。其中，竞彩足
球单场胜平负继续开售 5 场
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周日
凌晨3∶45，荷兰将在客场迎战
保加利亚。此前荷兰输法国、
平瑞典，落后法国 3 分，与瑞
典并列小组第二，本场比赛已

不容有失。荷兰主帅老布林
德此次召入罗本和斯内德两
名老将坐镇，其他位置则坚持
使用年轻球员，近期表现出色
的德佩、维纳尔杜姆、斯特鲁
曼等悉数入选。保加利亚足
球近年来人才不旺，只有少数
国脚效力主流联赛。虽然他们
此前击败白俄罗斯和卢森堡，
但绝不具备争夺小组前两名的
实力，相信本场荷兰能够顺利
拿到3分。

除此之外，葡萄牙VS匈牙
利、英格兰VS立陶宛、北爱尔
兰VS挪威、苏格兰VS斯洛文
尼亚，这四场在周末及下周一
开打的比赛都入选了竞彩胜平
负单固赛程，彩民朋友切莫错
过投注时机。

福彩“快3”1500万派奖进行中
已于3月20日开启，派完为止

□记者 张琛星

本报讯 3月20日起，河南
福彩“快3”开启1500万大派奖
活动，派奖主要针对二同号单
选、三不同号、三同号单选、三
同号通选玩法。活动伊始，便
广受欢迎，游戏简单好玩，返奖
率高，派奖以来返奖率处于
70%以上，尤其3月20日，返奖
率就达到了76%，让广大彩民
在感受“快3”魅力的同时，也不
断收获足额奖金。

据了解，此次福彩“快3”

1500万派奖活动，仅对部分玩
法进行加奖。其中，二同号单
选，奖金由80元提升至110元；
三不同号，奖金由40元提升至
55元；三同号单选，奖金由240
元提升至290元；三同号通选，
奖金由40元提升至55元。派
送活动共5天时间，如果5天内
1500万元提前派完，活动提前
结束；如果5天内1500万元没
有派完，将继续进行，直到派完
为止。

福彩“快3”具有中奖容易、
开奖快速、投注简单等特点，彩
民只需要从1至6个号码中，任
选3个号码为1注，可进行多倍
投注。此外，2元也能包号，无
论单选、通选、复选，例如参与
本次派奖的“三同号通选”玩
法，2 元就能全包全部“三同
号”，只要开出任何一个“三同
号”就可收获奖金。广大彩民
朋友赶快行动起来，收获更多
好运吧。

河南福彩22选5派奖活动
圆满收官
奖销两旺，派奖15期送出132注头奖

□记者 张琛星 杨惠明

本报讯 3月20日，河南福
彩“22选5”300万派奖活动迎
来最后一期开奖，当期送出12
注头奖，为此次派奖活动画上
圆满句号。据了解，派奖期间
奖销两旺，全省整体销量几乎
翻了一番，同时也为广大彩民
送去了实惠。

此次我省福彩“22 选 5”
300万派奖活动，于3月6日开
启，3月20日结束，连续15期，
每期针对头奖、“好运2”、“好运
3”、“好运 4”派送 20万元，其
中，头等奖每期注入10万元，每

期所注入奖金由该奖项中奖者
均分。

在销量方面，派奖期间与
派奖前对比，增长了94.95%，几
乎翻了一番；在派奖期间的销
量，郑州、南阳、洛阳，排名前
三；相比派奖前，销量环比增长
前三的为新蔡、南阳、三门峡，
分 别 为 153.22% 、131.08% 、
124.49%。

高销量预示着高返奖，据
统计，连续15期以来，头奖持续
开出132注，奖金与派奖前相
比，增加了不少，尤其是派奖第

4天，第2017061期开出1注头
奖 ，出 自 鹤 壁 市 钊 寨 村
41560208投注站，该彩民以5
注单式10元票，独享10万元派
奖金，收获22万多元的头奖奖
金，成为最幸运者。“好运彩”奖
金实现了翻倍，尤其是派奖首
期第 2017058 期，好运 2共开
出517注，单注奖金61元；好运
3共开出286注，单注奖金328
元；好运4共开出12注，单注奖
金3963元。相比派奖前的固
定奖金，几乎长了3倍，实实在
在地回馈了广大彩民。

中奖不忘做善事

786万元
南阳彩民喜获大乐透头奖
□记者 杨惠明

本报讯 3月20日晚，体彩
大乐透头奖在连续两期空开之
后，第17031期打破沉寂，带来
了小惊喜，当期全国中出一等
奖5注，基本投注奖金786万多
元，其中1注追加头奖，单注总
奖金更是高达1258万多元。可
喜的是，其中一注基本头奖花
落我省南阳，昨日上午，中奖彩
民来到省体彩中心兑走了他的
幸运大奖。

大奖得主赵先生是一位有
着十年以上“彩龄”的老彩民。
据他介绍，接触这么多年彩票，
体彩的各种玩法他都买过，尤
其是热衷于购买大乐透，期期
必买。曾经有一段时间，赵先
生沉迷于大乐透各种大复式和
小复式，后来才慢慢趋于理性
购彩，每天保持只买个二三十
块钱的。

“每天多少买一点，也是给
自己一点希望，不中奖就当支
持体彩，支持公益事业。”赵先
生腼腆地笑一笑。

据了解，3月19日这天，赵
先生来到体彩投注站，照例研

究起墙上的大乐透走势图，经
过仔细斟酌，他确定了五注号
码。准备打票的时候，他突然
想起来这几天可能没时间再来
投注站，于是立刻决定让销售
员给他连打3期，5注单式，没有
追加，花费30元钱。“当时没多
想，因为我家离投注站有点远，
省得跑了。”

直到开奖后的第二天，赵
先生拿手机查询开奖号码，结
果惊喜地发现，他的号码正中
当期大乐透的一等奖。他说：

“本来我比较看好前两注号码，
结果没想到却是第四注中了，
幸运得很，坚持总有回报！”

问及奖金的用途，赵先生
简单表示，暂时还没想好，以后
准备做点善事，帮助有困难的
人群。

3 月 22 日晚的大乐透第
17032期开奖后，奖池金额已经
攀升到36.12亿元。3月 25日
将迎来第17033期开奖，超高
的奖池，心动不如行动，彩民朋
友们仍可2元中1000万元，3元
中1600万元。

竞彩单固赛事早知道

欧洲区世预赛
传统强队不可轻敌
□记者 吴佩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