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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格

福彩3D第2017104期预测

比较看好0、2、3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0234——
156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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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37、
046、047、057、126、127、135、

137、138、145、147、148、157、
167、168、237、239、246、247、
249、256、257、267、336、347、
349。

双色球第2017046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4、06、10、
15、17、19、20、23、24、27、30、31。

蓝色球试荐：03、05、07、11、
12、13。

每注金额
3629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03期中奖号码
4 8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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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526元，中奖
总金额为312805元。

中奖注数
5注

453注
6970注
176注
301注
16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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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9507元
222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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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328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563687元。

红色球
05
蓝色球

05 07 16 20 21 25

第201704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99注

1083注
60801注

1159812注
841563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6注

40注
2515注

53039注
415423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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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328元。

中奖注数
587注

0注
526注

中奖号码：350
“排列3”、“排列5”第17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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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注
4894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4注

044

04451
排列3投注总额1561907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587862元。

22选5第201710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3、07、
16，可杀号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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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7 09 10 12 13 15 16 19。

排列3第2017104期预测

百位：0、3、8。十位：1、4、
6。个位：3、5、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本报讯 北京时间4月21
日至4月27日，竞彩足球胜平
负单场固定奖场次仍然保持30
场的规模。新一周期的竞彩单
固赛事除了日系联赛和五大联
赛，还补充了澳超、英冠等小联
赛，同时英格兰足总杯半决赛
的两场强强对话也颇受关注，
而下周中还有多场亚冠小组赛
以及主流国家杯赛的对话，其
精彩程度都值得彩民关注。

焦点赛事方面，本周末最
重量级的对决当数西班牙国家
德比——皇家马德里VS巴塞
罗那（简称巴萨）。北京时间4
月20日，欧冠1/4决赛次回合
又赛2场，巴塞罗那主场0∶0被
尤文图斯逼平，终结欧冠主场

15连胜，总比分0∶3出局；而皇
家马德里在4月19日欧冠1/4
决赛次回合比赛中，主场加时4
比2逆转拜仁，总比分6比3晋
级。这也意味着，巴塞罗那将
就此告别欧冠之旅，而皇马则
昂首挺进欧冠半决赛。虽然巴
塞罗那的欧冠争霸梦破碎，但
本场比赛也直接事关西甲争
冠，必然是国际足坛的焦点。

皇马最近无论是在联赛还
是欧冠赛场上可谓如鱼得水，
目前，少赛一场领先3分、坐镇
主场的他们占尽优势，此役只
要保住平局，就有极大希望将
优势保持到赛季结束。而巴塞
罗那此役必须取胜，才能在积
分上与皇马保持平衡，但难度

之大可想而知。
除了西甲焦点赛外，英格

兰足总杯半决赛则出现了近年
少有的4支球队全部是英超前
几名的重量级对决，切尔西VS
托特纳姆热刺的较量堪称英超
冠军级别的对话，而阿森纳VS
曼城则是各自本赛季最后的争
冠希望。另外，下周中的亚冠
联赛，上港和苏宁各自的比赛
都是竞彩单固的选择。

竞彩足球本周期开售胜平
负单场固定奖30场，仅周末就
占了14场，而且有多场极具观
赏性的焦点赛事，彩民朋友们
在欣赏比赛的同时千万不要错
过投注比赛，享受竞彩带来的
无限乐趣。

本报讯 公益福彩，健康精
彩。4月15日上午，河南省福
彩中心在郑州港区举行“沐无
限春光，享国色天香”公益健步
走活动，旨在进一步传递福彩
公益精神。同时，还开展了刮
刮乐“国色天香”小卖场活动。

现场，省福彩中心党总支
书记、主任叶川为活动致辞，他
表示，积极向上，奋力前行，一
直是河南福彩人的精神面貌，

也助力着福利事业的蓬勃发
展，尤其是2016年，取得了优
异成绩，创下历史新高；今年是
福利彩票发行的第30年，也是
充满希望的一年，他希望通过
健步走活动，凝心聚力，让更多
人了解福彩，为社会福利事业
献一份力。

在健步走过程中，队员们
有的肩扛福彩旗、有的全家总
动员……伴随着音乐节奏，积

极前行，其间有不少市民参与
进来，一同行走。在到达五公
里的终点时，队员们大步奔跑，
挥旗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刻。

据悉，此次是河南省福彩
中心今年首次健步走活动，也
是继3月份征战郑开国际马拉
松之后，又一次倡导全民健身
的活动，不仅利于激发团队精
神，更体现了“运动、健康、快
乐、和谐、奋进”的精神面貌。

竞彩胜平负“单固”赛程，7天猜30场

“班霸”之争，皇马主场战巴萨
□记者 吴佩锷

公益福彩，健康精彩

河南省福彩中心
举行健步走活动
□记者 张琛星

4月 13日上午，驻马店市
福彩中心召开幸运彩培训会，
该市所有幸运彩站点销售员参
与了此次培训。

首先，培训针对营销方法
进行了讲解，投注站要找准定
位，有主推的游戏，创立自己的
特色；再者，讲解了幸运彩如何

推选号，例如销售人员可以将
幸运彩每期开奖号码写出来，
也可以写上几注推荐号码，供
彩民分析观看。

通过培训，对站点销售人
员找到适合的销售方法，找准
定位，提升销售能力等提供了
切实帮助。 豫福

本报讯“奖上加奖，送空
调、刮刮乐”，4月1日至5月15
日，河南省福彩中心针对刮刮
乐“国色天香”，推出回馈活动。

活动期间，凡在河南省范

围内福彩投注站或小卖场购买
“国色天香”彩票的彩民，单张
刮中1000元奖项可获得格力
空调一台；单张刮中50元奖项
可获得面值5元的刮刮乐彩票

1张。
据了解，活动伊始，惊喜不

断爆出，目前活动正火热进行
中，赶快行动收获好运吧。

刮彩票，送空调
“国色天香”继续送好礼

□记者 张琛星 杨惠明

体彩大乐透5亿派奖首期
送惊喜。4月19日晚，大乐透
第 17044期开奖，全国中出 2
注头奖，在5亿元大派奖活动背
景下，基本头奖单注奖金达
1384万多元，而其中1注追加
头奖单注总奖金高达2215万
多元。更让人兴奋地是，当期
两注头奖均被我省彩民击中。

当期开奖号码前区为“11、
16、17、18、25”，后区为“02、
09”，全国中出了2注一等奖，
基本头奖和追加头奖各占了1

注。当期一等奖的1000万元
派送奖金，也由这2注头奖瓜
分。根据派奖活动规则，当期
基本头奖单注奖金高达1384
万多元(1000万元封顶常规奖
金+384万多元派奖奖金)，而追
加头奖单注总奖金则更是高达
2215万多元(1600万元封顶常
规奖金+615万多元派奖奖金)。

数据显示，当期追加头奖
花落我省鹤壁，中奖彩票是一
张5注号码追加投注的单式票，
投注额 15 元，其中 1 注中得

2215万多元追加头奖。当期基
本头奖则出自河南郑州，中奖
彩票是一张仅1注号码的单式
票，仅仅花了 2 元钱，就中得
1384万多元奖金。

而在送出2注超级头奖之
后，体彩大乐透奖池依然攀升
到了37.53亿元。本周六晚，大
乐透将迎来第17045期开奖，5
亿元派奖活动也将进入第二
期，提醒广大彩友不要错过了
投注良机。

河体

大乐透5亿派奖首期送惊喜，俩头奖均落河南

鹤壁爆2215万元追加巨奖

驻马店市福彩中心
举办“幸运彩”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