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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格

福彩3D第17129期预测

比较看好0、2、7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0279——
134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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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036、
038、045、056、058、068、126、137、

139、147、149、167、169、178、236、
238、245、248、255、256、258、347、
349、357、367。

双色球第17056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6、08、
12、14、15、19、20、23、24、25、28、
31。

蓝色球试荐：06、07、09、10、
13、15。

夏加其

七星彩第17056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1、5、6，奇偶

比例关注 4∶3，大小比例关注 4∶
3，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0、7，
二位 3、5，三位 1、6，四位 2、9，五
位5、6，六位3、7，七位1、6。

排列3第17129期预测

百位：1、3、5。十位：2、6、7。
个位：3、5、8。

22选5第17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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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可
杀号1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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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4 15 17 20。

大乐透第17056期预测

推荐“9+3”：05、11、13、16、20、
21、27、28、31 +02 06 07。

每注金额
7918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28期中奖号码
2 6 10 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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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632元，中奖
总金额为187440元。

中奖注数
9注

395注
6713注
152注
224注
17注

682515元
13000元

1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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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705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15注

248注
783注

7101注
15248注
79566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9注

24注
224注
402注

2155注

01 04 08 11 12 18 29+09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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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880元。

中奖注数
318注
701注

0注

中奖号码：055
“排列3”、“排列5”第17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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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1注
0注

1173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6注

452

45224
排列3投注总额14496602元；排列

5投注总额91367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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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
2注
1注
1注

87注
38注

697注
320注

26718注
14801注
14801注

500307注
287160注
287160注

5191333注
2983055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3846153元
6000000元
2307691元

107343元
64405元

5155元
3093元

200元
1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5元
5元

第 17055期
中奖号码：19 20 22 30 33 03 09

本期投注总额为 213671196 元,3614943787.2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0000000元。

本报讯 省体彩中心携手
信阳师范学院组织的“中国体
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受
助优秀大学生代表见证体彩
开奖观摩团将于5月17日启
程，这是河南体彩中心首次组
织“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
学基金”受助大学生参加的

“相约大乐透，开启新生活”看
开奖活动。

目前，由“中国体育彩票·
新长城助学基金”资助的信阳
师范学院2013级的 50名优
秀贫困大学生已进入了毕业
季。省体彩中心经与信阳师

范学院接洽，组织部分优秀大
学生代表到北京观摩体彩“超
级大乐透”开奖和参观体彩

“顶呱刮”即开型彩票生产线，
真正了解体育彩票的公开、公
平、公正。同时，省体彩中心
也希望他们通过参加活动，在
踏入社会前进一步开阔眼界，
以阳光、健康和感恩的心态回
报社会、回报家庭，愉快地开
启自己的新生活！

据了解，“中国体育彩票·
新长城助学基金”是由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
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的

公益项目，省体彩中心自
2013年开始加入“中国体育
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项
目。截至目前，已连续四年资
助包括信阳师范学院在内的
5所师范大学的280名优秀贫
困大学生。四年来，省体彩中
心在这个公益项目上累计投
入的资金为 124 万元，共有
280名贫困大学生和家庭受
益。省体彩中心这种回馈社
会的善举，也连续两年被中国
扶贫基金会分别授予“2015
年度扶贫爱心奖”和“2016年
度扶贫突出贡献奖”。

相约大乐透 北京看开奖
明晚，河南优秀大学生将亲临体彩开奖现场
□记者 杨惠明

专家荐号

身残志坚，演绎奋斗人生
舞钢市体彩网点业主马常春的苦与乐

□记者 吴佩锷 文图

核心提示 | 平顶山舞钢市
4104810007网点业主马
常春，自幼患有小儿麻痹，
加入体彩大家庭以来，不
辞辛苦，十几年如一日，坚
持早上8点开门一直营业
到凌晨。都说每一条成功
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在
马常春这里更是如此。由
于行动不便，他就待在网
点，苦心研究大乐透，终于
在号码推荐上有所建树。 马常春正在给彩民出票

潜心钻研，他成为平顶山专家团成员

2007年，正处于事业低
迷期的马常春，在报纸上看到
体彩征召网点业主的消息，想
都没想就申请了。在这之前，
马常春还有另外一番经历，现
年53岁的他最早出来做服装
生意，挣下第一桶金后买了两
辆大巴，雇人跑长途客运。其
间，他又开了一家超市，结果
因经营不善，赔得一塌糊涂，
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刚开体彩店的时候，连
终端机押金都没有，最后还是
东拼西凑借了几万块钱。”马
常春说：“既然铁了心要干，就
一定要干好。只要分中心有
组织培训，绝不落下一堂课。”

经过十年的历练，如今的
马常春已经成了“马老师”，除
了网点销量的增加，他在大乐
透号码推荐上也有所建树，而
且还是平顶山专家团的成

员。记者看到，在他的网点一
角堆有一摞半人高的作业本，
随手一翻，上面密密麻麻的都
是数字。除此之外，马常春还
有一张大图表，在外人眼里就
是一本“天书”，因为只有他看
得懂，“这些资料对我来说都
是宝贝，是我一笔一画写上去
的。虽然没能预测成功过头
奖，但二等奖中得不少，彩民
能中奖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兢兢业业，过着美满幸福的小日子

“大乐透派奖这段时间，
我有5天都没回过家。”在记
者采访当天，他告诉记者，每
天凌晨3点多才关门，在地上
随便铺个垫子，就算是床了。

在网点通宵达旦对于马
常春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从早上8点一直到凌晨1点，
每天如此，只要不去参加培

训，我就一定在网点。”除此之
外，马常春每天还都要研究大
乐透，“要分析、反思、总结，做
预测差不多要花 20 多个小
时。”虽然很辛苦，但马常春却
乐在其中。

刻苦的钻研、辛勤的努力
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除了
大乐透，马常春在竞彩方面也

有不错的成绩。“在舞钢市我
这不算最好的，但我已经很满
足了，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
日子越过越好。”马常春继续
说，不过要是没有家人的支持
与理解，也不可能那么顺利，

“孩子的教育以及家务都是媳
妇一人担下来，两个女儿也听
话，我觉得非常幸运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