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民在网点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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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17157期预测

比较看好3、5、6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356——
024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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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057、
067、138、145、147、148、158、167、

168、236、238、239、245、256、258、
259、269、336、345、346、347、349、
366、367、456。

双色球第17068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5、06、08、
14、17、18、20、22、24、25、28、29、
31。

蓝色球试荐：05、07、08、10、
11。

夏加其

七星彩第17068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3、4、7，奇偶

比例关注 4∶3，大小比例关注 3∶
4，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7、8，
二位 3、4，三位 4、9，四位 2、5，五
位3、6，六位1、3，七位4、7。

排列3第17157期预测

百位：4、6、7。十位：3、4、9。
个位：1、6、7。

22选5第17157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09、15，可
杀号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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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15 17 19 20。

大乐透第17068期预测

推荐“9+3”：03、09、12、18、21、
25、27、30、35 +01 07 10。

每注金额
6678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56期中奖号码
1 3 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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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090元，中奖
总金额为162060元。

中奖注数
1注

287注
6149注

183注
194注

11注

1414942元
12633元
1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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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16注

254注
707注

7053注
12177注
81895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2注

14注
35注

260注
397注

2910注

01 11 12 21 27 28 30+26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1注

134注
49注

734注
289注

32775注
12159注

660592注
251820注

5730182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6000000元
66107元
39664元

4629元
2777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067期
中奖号码：10 17 18 32 35 10 11

本期投注总额为 212851692 元,3602210395.4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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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686元。

中奖注数
246注

0注
923注

中奖号码：248

“排列3”、“排列5”第17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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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注
2353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注

007

00724
排列3投注总额13622374元；排列

5投注总额8873038元。

专家荐号

近日，郑东体彩分中心再
传喜报，顶呱刮“通吃”头奖25
万再次献礼绿城人民。

据了解，这次的中奖者李
先生是一位体彩老彩民，下班
后喜欢去彩票店转转，玩481
技术相当好，一到彩票站就会
成为大家投注的风向标，有自
己独特的481投注方法。

5月28日晚，李先生吃过
晚饭和妻子出门散步，正好路
过体彩4101050605网点，选
了几注481，还没站稳脚就中
奖了。大家围着李先生，让他
给大家出谋划策，李先生也不
推辞。

李先生的妻子是体彩顶
呱刮的忠实粉丝，总是喜欢跟

着他一起玩。李先生玩481，
她玩顶呱刮。当晚，李先生正
帮大家看号时，就听见老婆在
旁边高兴地大喊：“中了，中
了。”大家凑过来一看“通吃”
中了25万，李先生夫妇立马
给在场的彩民买了饮料，分享
中奖的喜悦，网点里的彩民也
随之沸腾了起来。

李建民：一位老业主的体彩记忆
17年相伴共成长，风雨同路见证发展

□记者 杨惠明 文图

核心提示 | 2000年，李建民加入了第一批体育彩票销售员队伍，时光荏苒，转眼他已然
是一位伴随体彩走过17个年头的老业主了。照李建民的话说，他是看着体彩一步步发展
到现在的骄人成绩。现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体彩的发展越来越好，李建民的网点虽然不
大，但销量稳定上升，这让李建民过得充实而满足。

坚持户外销售，让顶呱刮响当当

身穿一件印有“中国体育
彩票·顶呱刮”字样的白色短
袖T恤，斜挎个小黑包，笑容
始终挂在脸庞，这就是长葛市
4110820005 号网点业主李
建民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还未进入网点，门口不远
的地方，一把遮阳伞下面的小
摊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里面
展示着琳琅满目的顶呱刮彩
票，柜台旁边还有个立体声喇
叭循环播放着顶呱刮的种类
和活动，很是引人注目。经了

解，李建民为了提高销量，扩
大顶呱刮的影响力，除了店内
橱窗里面展示的顶呱刮彩票
外，他还单独搬出来一个橱
窗，专门放在网点门口不远
处，“我这叫马路销售，现在流
行返璞归真嘛，主要是方便人
来人往的彩民和路人。”李建
民笑着说。

从经营这家体彩网点开
始，在李建民的印象中，早上
8点开门，晚上11点闭店，夏
天有时候还会到凌晨两三点，

通宵也有过。因为他的彩票
店旁边有夜市，电脑彩票停售
之后，很多吃夜市的人会来买
顶呱刮。长期坚持户外销售
即开型彩票，让当地很多彩民
都知道，想要刮彩票到“立体
声”老李那里就行了。“最主要
就是个坚持，每天都摆出来，
并不是每天的销量都很好，但
对我的网点也是一种很好的
宣传。日复一日，就会形成良
性循环，知道的人也越来越
多。”

彩民信任给了他坚定的信念

体彩事业一干就是 17
年，回忆起过去的这些年，李
建民历历在目。“彩票这个行
业说累也不累，就是离不开
人。家里事都靠我老婆，一双
儿女现在也长大成人结婚生
子，我能有今天离不开他们的
支持。”李建民告诉记者。

“我常跟孩子们开玩笑
说，是体彩让你们吃饱穿暖有
学上，是体彩让你们有了今
天！”李建民说，其实曾经有过
放弃的想法，想给家里人更好
的生活，那时的李建民挣扎

过、彷徨过，但是家里人从来
没有给过他任何怨言，反而一
如既往地支持着他，这让他有
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干彩票时间长了，李建民
对体彩的每种玩法和投注方
式那是如数家珍。踏实、勤恳
和负责的品质，让李建民与很
多彩民形成了良好的信任关
系。很多彩民会放一部分钱
在他这儿，而他会在本子上一
笔一笔记得很详细。就在记
者采访过程中，一位彩民过来
跟李建民打招呼：“老李，我们

在旁边吃饭呢，过来一起吧！”
工作中偶尔会遇到个别

不理智的彩民投入太多，李建
民都会积极引导，苦口婆心劝
说。“现在提倡健康购彩、理性
购彩，越来越多的彩民把注意
力放在‘公益体彩’上面，如今
很多广场上随处可见标有‘中
国体育彩票捐赠’字样的体育
器材，还有每年‘快乐操场’的
捐赠活动我也参加过。作为
体彩业主我很有成就感，这些
都是让我继续干下去的动
力！”

顶呱刮送好礼

郑州彩民刮中“通吃”25万元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陈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