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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格

福彩3D第17108期预测

比较看好1、4、6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468—
023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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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45、

046、057、067、126、127、128、138、
146、147、148、156、178、236、237、
238、239、248、249、267、268、278、
346、347、348、349、357、358。

双色球第17047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4、07、08、
10、13、15、17、21、22、23、25、27、32。

蓝色球试荐：04、06、09、11、
13。

夏加其

七星彩第17047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2、6、7，奇偶

比例关注 3∶4，大小比例关注 4∶
3，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5、6，
二位 3、8，三位 4、9，四位 2、7，五
位4、6，六位0、7，七位4、5。

排列3第17108期预测

百位：1、4、9。十位：2、6、7。
个位：1、5、7。

22选5第1710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7、13、20，可
杀号02、08；本期可能出现一组二
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三区，推荐一
个小复式：03 04 06 07 09 11
13 14 15 18 19 20。

大乐透第17047期预测

推荐“9+3”：04、11、12、18、19、
23、26、27、31+04 05 08。

专家荐号

每注金额
1538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07期中奖号码
5 6 9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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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934元，中奖
总金额为248791元。

中奖注数
4注

513注
8279注
375注
430注
31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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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204元。

中奖注数
516注

0注
1159注

中奖号码：725

753532元
30756元
2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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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5 09 11 12 17 29 19

第201704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7注

203注
805注

7200注
12689注
77300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8注

15注
184注
345注

2239注

“排列3”、“排列5”第17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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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8注
0注

16258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5注

951

95139
排列3投注总额14954122元；排列

5投注总额9242182元。

专业化团队、公司化运营，打造“奢华”购彩环境

新野孟君和他的5家体彩店

□记者 杨惠明

4月 19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17044期开奖，全国中出2注头奖
均落河南。这是大乐透“5亿元大
派奖”活动开始的第一期，就眷顾
了我省彩民。其中1注头奖花落
鹤壁，基本投注加上追加，奖金高
达2215万多元，另1注头奖则出
自郑州，由于没有进行追加，奖金
只有1384万多元。

中的都是一等奖，奖金怎会
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据了解，大
乐透“5 亿元大派奖”活动，于
17044期正式开启，当期一等奖的
1000万元派送奖金，由这2注头
奖全部瓜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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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的这位彩民，由于购买时少投
入了1元进行追加投注，最终奖金
比鹤壁彩民中的头奖少了830万
元左右，让人不禁感到遗憾。

派奖期间，彩民只要多花1元
进行追加投注，中得固定奖，就能
得到翻倍的奖金，相当划算。目
前派奖正在火热进行中，奖池仍
然保持在37亿元以上，在这里，还
要再友情补充一句，买大乐透，千
万不要忘了追加哦！

□记者 吴佩锷 文图

核心提示 | 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地板、雕琢精美的太师椅、古朴典雅的茶具，再配以芬芳的
新茗……在很多人印象里，能在这种环境办公的人非企业大老板莫属，但你能把它跟彩票
店业主联系在一起吗？今天，让我们走进南阳市新野县，了解体彩业主孟君的体彩事业。

公司化运营，打造“奢华”体彩网点

在与孟君会面前，记者对
其了解大多来自体彩南阳分
中心工作人员的描述——开
了 5 家体彩网点、新野县最

“高大上”的体彩21728旗舰
店等。不过，记者更感兴趣的
是孟君成功背后的故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彩票
店大多面积不大、装修简单、
以家庭式管理居多。而孟君
的第一家也是被称作旗舰店
的21728网点，在新野县城可
谓“奢华”。该网点位于新野
县汉华路中段，是一栋三层小

楼，500 多平方米的营业面
积，装修精美，健身器材、电
视、沙发、投影等高大上的设
备一应俱全。

那拥有5家体彩网点的
孟君，平时是如何管理、如何
运营的呢？

孟君介绍，他开彩票店3
年时间，一开始就租下这三层
楼，并以高标准进行装修，“之
前去过其他彩票店，但环境差
强人意，所以我开店走的就是

‘高大上’的路子。”紧接着第
二年，孟君又陆续兼并了4个

体彩网点，同样按照高标准装
修、管理。

孟君对他的5个体彩网
点，进行公司化、连锁化运营，
用一支专业化的团队来管理，

“现有员工30人，我自己不直
接参与彩票销售，只负责引
导、出谋划策。对于员工，有
着严明的纪律和考核标准，让
每个人各司其职。”孟君说，他
还自费带员工去外地参观学
习，提升团队的业务素质。在
他的努力下，现在的新野县城
已是无人不识“君”。

多举措并举，做“君彩”大品牌

除了做好彩票店内的服
务工作，孟君心里还有“惠民”
行动。为此，他设立积分制
度，凭积分可兑换礼品。每年
店庆，还有抽奖活动，电视、空
调等都是他回馈彩民的礼物。

除 此 之 外 ，孟 君 还 和
KTV、洗车行、婚庆公司等合
作。只要手持“孟君体彩”会
员卡，就可在其指定场所享受
贵宾折扣。采访时，孟君特意
带着记者参观了即将开业的

“君彩商超”。这栋300平方
米左右的二层楼房，一楼是超
市，二楼是会议室。“只要彩民
手持中国体育彩票来购物，均

可享受进货价。超市不以赚
钱为目的，只是配套服务的一
部分；二楼会议室一次可容纳
200多人，可在这里开培训讲
座、观看足球比赛等。”孟君一
边描绘着他的商业规划一边
兴奋地说，就是要打造“彩民
身边的彩票店”和“彩民自己
的超市”，配合5家彩票店，将
其服务范围扩展更广，同时把

“君彩”做成大品牌。
“我是一个农村娃，小学

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后来去北
京、广州打工。都靠点滴积
累，才形成如今这种局面。”回
想十几年来走过的路，孟君感

慨万千。开彩票店第一年，彩
民流失严重，销量下滑，员工
们对现状颇有抱怨，孟君就告
诉他们，“‘红杏’出墙不是‘红
杏’长得快，而是墙矮了，把自
己的业务提高、服务好点、沟
通能力强点，墙高了，‘红杏’
就出不去了。”

孟君说：“我们是中国体
育彩票的宣传员，除了自身努
力外，更离不开彩民支持。”每
年，他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
赞助县里的爱心公益活动，因
为在他眼里，用行动去诠释

“感恩与回馈”，才是一名体彩
人应该履行的一份责任。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派奖）
一等奖（追加）
一等奖（派奖）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派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派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派奖）

全国中奖注数
7注
7注
4注
4注

116注
63注

962注
559注

33841注
19544注
19544注

607687注
350599注
350599注

5466549注
3154442注

单注金额
7154756元
1063829元
4292853元
638297元
71833元
43099元
3311元
1986元
200元
1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5元
5元

第 17046期
中奖号码：04 17 20 23 30 02 03

本期投注总额为 214822695元,3769992914.6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0000000元。

郑州彩民少投1元，痛失830万元

体彩大乐透
追加投注不留遗憾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注“大河好彩”
从此好运连连

孟君在他的体彩网点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