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Ⅰ·122017年3月31日 责编 张琛星 美编阎嗣昱 邮箱 dd1966@163.com财经彩票

广告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提示：
根据劳动厅、人事厅的有

关规定：招聘单位不得收取应
聘者的任何费用。

服务无极限

方便在身边

广告

恒天电缆 诚聘
河南恒天特种电缆有限公司主营电缆生产与销售，河南省著名商标，具备军工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为装备发展部装备承制单位，现因企业发展需要诚聘：

一、融资经理，要求5年以上财务会计实操经验，具有融资实际工作经验。薪酬面议。

二、企业专职律师，有律师执业资格证，10年以上法务实际经验，具备丰富的企业

法务处理外交经验。薪酬面议。

三、高端销售经理，具备一定人脉或平台，合伙共赢。

上述两职位联系人：马总 0371-69972002，E-Mail:501682875@qq.com

联系人：钱总18695820567，杨总13723217705，（0371）69972018，E-Mail：19868949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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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2017083期预测

比较看好2、3、7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237——
045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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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28、

136、138、145、146、148、156、
158、167、168、027、236、238、
239、247、249、267、037、346、
347、348、356、067、047、057。

双色球第2017037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5、08、11、14、
15、17、19、20、22、23、25、26、30。

蓝色球试荐：05、08、11、13、
15。 徐新格

每注金额
2861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082期中奖号码
3 10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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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734元，中奖
总金额为209845元。

中奖注数
3注

339注
6494注
364注
278注
1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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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136元。

中奖注数
470注

0注
1186注

中奖号码：625

专家荐号

“排列3”、“排列5”第17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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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9注
4959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3注

553

55320
排列3投注总额1500183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842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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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元
212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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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3768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2671423元。

红色球
15
蓝色球

01 02 05 10 24 27

第201703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134注
772注

51142注
1082238注
5875320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2注

45注
1967注

44820注
253903注

22选5第201708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09、
16，可杀号1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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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8 09 10 12 13 16 17 19。

排列3第2017083期预测

百位：1、4、6。十位：0、5、
8。个位：3、4、7。

夏加其

竞彩“单固”周末聚焦多场焦点战

主场遇劲敌，阿森纳难敌曼城
本报讯 北京时间4月1日

至2日，多场精彩赛事入选竞彩
足球胜平负、让球胜平负“单
固”赛程。其中包括有英超、意
甲、法国联赛杯等，如“利物浦
市德比”、阿森纳VS曼城，都值
得彩民关注。

4月1日19∶30，红军利物
浦将在主场迎战同城死敌埃弗
顿。本赛季利物浦对阵英超

“五强”以5胜5平保持不败，暂
居积分榜第四名。埃弗顿进入
2017年后强势爆发，冬季加盟
的施奈德林几乎一人撑起中场
防守，不仅盖斯、巴克利加入攻
击群，连防守型中场汤姆·戴维
斯的位置也大幅提前，埃弗顿
近10场比赛攻入26球，进球效

率甚至超过利物浦。本场，利
物浦两名巴西国脚回国参加世
预赛，队长亨德森受伤复出希
望不大。埃弗顿队长科尔曼小
腿粉碎性骨折，莫里、施奈德林
等也不同程度受伤，如果主力
无法出场，那么利物浦的胜算
绝对高出很多。

4月2日23∶00，阿森纳将
在主场迎战“争四对手”曼城。
阿森纳近5场英超吃到4场败
仗，积分已经被曼联超越降至
第6名。在上轮曼城与利物浦
1∶1战平，成就了对手整赛季

“逢强不败”的神话，不过从场
面上来看，曼城还是占有明显
优势。眼下曼城虽然争冠无
望，但他们仍是英超唯一能在

对攻中压制利物浦的球队，且
客场成绩仅次于切尔西，任何
缺乏坚定信念的球队都很难抵
挡曼城的攻势。

除此之外，意甲排名第3的
那不勒斯与意甲“班霸”尤文图
斯的最强对决、德甲的柏林赫
塔对阵霍芬海姆、西甲的西班
牙人对阵皇家贝蒂斯、英超的
曼联对阵西布罗姆维奇、法国
联赛杯的摩纳哥与巴黎圣日尔
曼等多场赛事都入选了竞彩

“单固”赛程。所以，这个周末
对于广大彩民和球迷朋友而言
都将是享受比赛盛况的最佳时
刻。还等什么，一起加入竞彩
周末大狂欢，在欣赏足球比赛
的同时收获超值奖金吧。

□记者 杨惠明

3月份，河南省体彩中心开
展顶呱刮“卧虎藏龙”促销活
动，深受广大彩民喜欢。近日，
邓州市4113810020体彩网点
传来喜讯，彩民王先生刮中“卧
虎藏龙”奖金10000元。据了
解，王先生是一位老彩民，每天
在接送孩子或者上班的途中，

顺便去刮几张顶呱刮试试手
气，不料这次收获了好运。

据了解，活动时间为3月
10日至3月31日，今天是活动
最后一天，其间，彩民购买“卧
虎藏龙”主题即开票，单张彩票
刮中“龙”标志,可获赠电动车
一辆；刮中“虎”标志，可获赠多
功能电火锅一台或高档电饼铛
一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月23日晚，福彩双色球
第2017033期开出12注682万
元头奖，其中，我省洛阳、三门
峡彩民揽入2注，均为10元 5
注单式票，出自洛阳涧西区九
都路41030103投注站、三门峡
湖滨区41120066投注站。

中奖后第二天，3月24日
一早，洛阳大奖得主刘先生现
身领奖。据了解，他购彩也有
几年了，平时喜欢买双色球，但
花费的时间并不多，权当在休
闲娱乐的同时，点缀一下生
活。这次助他拿下大奖的是一
张单式5注票，是他两个月前机
选所得，由于感觉号码不错，就
一直守号，不料带来了好运。

当晚，刘先生并未关注开

奖，喜欢看球赛的他，早早守在
电视机前享受比赛的激情与欢
乐，并为球队加油，最后心仪的
球队取得了胜利，让他心情大
好。当刘先生准备休息时，朋
友发来双色球开奖信息，他索
性拿出彩票兑奖，当时他不敢
相信，这注机选的号码竟命中
了双色球头奖，奖金682万元，
让他激动万分。“真的喜上加
喜，球队赢了比赛，同时我也收
获了大奖。”

现场，刘先生为省福彩慈
善基金捐出5万元爱心款，作为
感恩和对福利事业的支持。对
于奖金的规划，他表示，大奖来
得突然，还没有打算，会先存起
来然后再慢慢计划。

□记者 吴佩锷

机选守号两个月，洛阳彩民揽大奖
为10元5注单式票，收获双色球奖金682万元
□记者 张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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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彩票

顶呱刮“卧虎藏龙”
促销活动迎来最后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