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新格

福彩3D第17122期预测

比较看好3、5、9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式推
荐：3569—012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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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067、126、127、138、145、146、

158、167、168、236、237、245、247、
249、267、345、347、348、349、356、
367、456、457。

双色球第1705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4、06、07、
10、12、13、15、17、23、24、26、27、
32、33。

蓝色球试荐：04、05、10、11、
12。

夏加其

七星彩第1705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0、4、9，奇偶

比例关注 3∶4，大小比例关注 3∶
4，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0、5，
二位 3、8，三位 2、9，四位 2、4，五
位4、9，六位0、3，七位1、6。

排列3第17122期预测

百位：1、7、8。十位：3、6、7。
个位：4、5、7。

22选5第17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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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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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9 10 11
13 15 16 18 19 20。

大乐透第17053期预测

推荐“9+3”：01、10、16、19、23、
24、27、28、31 +04 07 09。

每注金额
6058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21期中奖号码
11 12 15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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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924元，中奖
总金额为289944元。

中奖注数
11注

532注
6870注

370注
486注

54注

407459元
12473元

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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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06 10 14 20 26 29 18

第201705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14注

356注
909注

9809注
14286注
9607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8注

28注
355注
379注

327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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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696元。

中奖注数
210注

0注
612注

中奖号码：439

“排列3”、“排列5”第17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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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注
0注

4514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1注

054

05422
排列3投注总额14782078元；排列

5投注总额9055544元。

从郑州到三门峡，从销售员到体彩工作人员

多年坚守，体彩给了他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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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
4注
3注
3注

93注
55注

1679注
821注

41671注
24690注
24690注

725733注
434499注
434499注

5999196注
3540977注

单注金额
8229327元
2586206元
4937596元
1551723元

81082元
48649元
1829元
1097元
200元
1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5元
5元

第 17052期
中奖号码：03 19 24 28 33 04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218340582 元,3631157292.9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0000000元。

初到三门峡体彩分中心
时，粟波给自己定下明确目
标，“在郑州那边失业了，也想
过干点别的，但是隔行如隔
山，现在有机会来到三门峡，
争取在这边干出成绩。”

工作上踏实努力、勤勤恳
恳、成绩突出，很快领导让粟
波负责灵宝地区的工作。“刚
接手灵宝时，有部分网点业主
有抵触情绪。但是，人都是将

心比心，只要你真心为网点着
想，时间长了，对方能感觉到
你的诚意和用心，自然会跟你
亲近。”

对于销量差的网点，粟波
经常去给业主打气鼓劲，帮助
业主重新规划专区建设，就连
即开票的摆放展示都亲力亲
为，送票、物料配送、传达分中
心下发的各项活动宣传等。

“因为之前卖过彩票，所

以能从网点业主的具体需求、
难处、出发点考虑，只要是我
能力范围之内的都尽力帮
助。”回想起多年来跟体彩有
关的酸甜苦辣，粟波说这些都
是财富。“虽然老婆偶尔也会
抱怨，但我总觉得是体彩给了
我归属感，我会争取好好干，
跟上体彩的大队伍。生活总
体是越来越好，我对未来充满
了信心！”

近日，安阳市彩民周先生在
网点业主的陪同下，来到安阳体
彩分中心兑取了体彩“顶呱刮”25
万元大奖。

中奖者周先生是一名90后，
在体彩网点附近工作，闲暇之余
喜爱购彩，特别是体彩“顶呱刮”
彩票。他认为即开票特点突出，
即买、即刮、即中、即兑，很有意
思。据了解，此次能够中得25万
元大奖，是他刮了两整本“神灯”
中出来的。第一本刮完中了350
元，觉得不过瘾又继续刮了第二

本，就在刮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眼
前一亮，发现中了25万大奖！

据网点业主李先生说，“神
灯”是一款 2016 年上市的经典
票，刚上市时销售火爆，市场反应
很好，本来店里库存量已经不多，
只剩下两三本了，谁知道剩下的
票里竟然能中出个25万元，真是

“老票”淘金啊！
满脸喜悦的周先生说：“感谢

体育彩票给我这个平台，以后还
要继续购买体彩‘顶呱刮’彩票，
支持公益事业！”

核心提示 |“只要网点的销量能提高，打心底为业主高兴，我心里也有成就感。”这是三
门峡体彩分中心业务员粟波在采访过程中反复提到的一句话。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粟
波，在领导和同事的眼中却还是个20多岁的小青年。回想多年来跟体彩有关的酸甜苦
辣，粟波说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

几经辗转，他终于成为一名体彩人

1998年，20多岁的粟波
从湖南老家来到郑州工作，在
木材公司做销售，后来公司倒
闭他就失业了，因为老婆是河
南人，所以就留在河南。说起
与体彩的缘分，粟波感叹：“当
时我老婆在一个亲戚彩票店
里做体彩销售员，失业后我就
跟老婆一起卖起了彩票。”

2008年体彩顶呱刮即开
票上市，体彩分中心有一批区
域经理专门负责给网点配送

即开票。而要成为区域经理
必须交3万元保证金，那时的
粟波算了算自己所有积蓄也
就8000块钱。由于粟波做体
彩销售员时成绩突出，体彩分
中心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和
彩票销售能力，还是特批给他
区域经理的资格。后来粟波
也用销量回报了体彩，他负责
的区域销量一直名列前三名。

转眼到了2014年，省体
彩中心对即开票的管理进行

转型调整，对这些区域经理也
重新进行公开考试招聘。粟
波也参加了考试，但语言表达
能力不好的他在面试环节落
选了。但粟波没有任何抱怨，
回去跟妻子继续经营网点。

直到2015年，省体彩中
心公开招聘，他通过恶补自己
在表达能力上的不足，最终通
过考试，被分配到三门峡体彩
分中心，成为河南体彩队伍的
正式一员。

兢兢业业，用心帮扶网点提高服务

□记者 杨惠明

顶呱刮“神灯”淘金
安阳彩民喜中25万元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李栋

粟波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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