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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68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1004592元，100000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3 6 3 5 3 1 8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9注

143注
2072注

25143注
313368注

单注金额
3035649元

27150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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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9564元
265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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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725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753098元。

红色球

15
蓝色球

02 06 10 22 30 31

第201706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7注
102注
662注

44158注
962751注

566343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7注

11注
1227注

40451注
241786注

每注金额
7119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57期中奖号码
1 9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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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148元，中奖
总金额为164487元。

中奖注数
1注

244注
5217注
212注
240注

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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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106元。

中奖注数
1263注

0注
1489注

中奖号码：173

“排列3”、“排列5”第17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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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9注
3893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8注

818

81854
排列3投注总额13301932元；排列

5投注总额8683490元。

七星彩第17069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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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二位2、9，三位5、7，四位3、6，五
位5、7，六位2、7，七位3、9。

22选5第1715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3∶2，奇偶比

例关注 2∶3，重点号关注 06、14、
19，可杀号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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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2 13 14 16 19 20。

排列3第17158期预测

百位：1、4、8。十位：2、6、

7。个位：0、3、5。
夏加其

专家荐号

认准蓝号04，机选收获好运

驻马店彩民揽双色球703万元
□记者 张琛星 文图

6 月 11 日 ，双 色 球 第
2017067 期开出 10注 703 万
元头奖，分落7地，其中我省驻
马店平舆县彩民刘先生收获1
注，出自驻马店健康路东段
41780603投注站，采用“8+1”

复式投注，仅投注56元，便击
中头奖。

6月12日下午，刘先生现
身省福彩中心领取大奖。据了
解，刘先生是福彩的铁杆粉丝，
平时喜爱3D游戏，选号、倍投
等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常收获
奖金。除了3D游戏，刘先生也
经常投注双色球，“不过，我基
本上都是机选双色球，有时只
选个蓝号，从不倍投，全当是一
种休闲吧！”

对于这次收获大奖，刘先
生直言太意外，6月11日上午
他来到投注站，先购买了3D游
戏，然后看了看双色球走势图，
选定了蓝号04。接下来巧合
的是，他机选了1注复式“8+
1”，蓝号随机出现的也是04，
就没再修改直接出票。“当时只
是感觉很巧合，也省心，不用再

修改蓝号了。”刘先生说，由于
当晚没关注开奖，第二天上午
他查询开奖号码，发现竟然中
了大奖，内心激动不已，并与家
人分享好运。

随后，刘先生动身赶来领
奖，现场验过彩票，确定命中双
色球第2017067期头奖703万
元后，他才彻底放下心来，与众
人分享中奖心情。“给家人说的
时候，他们还不相信，这下好
了，实打实让他们相信了。”

对于奖金的规划，他表示
先还外债，然后再用来改善家
庭生活，理性使用这份好运。
此外，为了感谢福彩以及支持
福利事业，刘先生现场为福彩
慈善基金捐出6万元善款。“希
望能帮助一些困难人群，以后
我还会继续购彩，支持福利事
业。”刘先生说道。

中奖彩票

竞彩游戏“自由过关”新玩法
6月15日全国上线
核心提示 | 为进一步丰富和优化竞彩投注方式，6月15日起，竞彩游戏将重磅推出“自由
过关”新玩法。何为“自由过关”，它对彩民投注都有哪些好处呢？

多场比赛，任选关次

自由过关是一种新的投注
方式，彩民选定赛事、玩法后，
在规则限制范围内任选过关
数，由系统自动排列组合成若
干投注。“自由串关”在保留目
前“M串N”玩法的基础上，新
增支持任选多个M串1进行
投注，并允许在同一张彩票上
出票。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在
所选场次数目内，自由进行M
串1的投注，比如投注8场比

赛，可以在出票时自由选择2
串1、3串1等不同串关方式，
而这在目前的规则中是并不允
许的。

以8场串关投注为例，现
行的投注组合如下：在8场串
关投注中，8串1/8串8/8串9/
8 串 28/8 串 56/8 串 70/8 串
247/8串255，共8中不同的组
合方式。那如果想在所选的8
场比赛中分别进行3串1组合

投注，该怎么办呢？在现行规
则下需要打票员按照排列组合
拆开出票，实在比较麻烦费力；
而新增的自由串关方式，将额
外允许8场之下的2串1/3串
1/4串1/5串1/6串1/7串1等
投注方式，打票员可以非常方
便地按照玩家要求出票，并可
以在同一张上出票。这对于喜
欢M串1的彩民来说，无疑是
非常大的利好。

自由组合，简单投注

目前，竞彩“M串N”投注
方式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玩家
需求，比如选8场比赛分别进
行3串1投注，最高要拆成56
张票，拆票非常复杂，直接影
响了玩家的投注欲望甚至放
弃投注；而拆票也增加了业主

的负担，不仅费时费力降低工
作效率，而且一不留神就会打
错票，对双方来说都比较痛
苦。

更重要的是，这种M串1
的投注组合占据了相当大的
比重。据2016年销售数据显

示，平均超过85%的过关投注
为M串1方案，而M串N方案
占比较低，不足15%。因此，
适时增加“M串 1”的投注玩
法，目前看来非常有必要。

河体

焦作新手彩民
收获中福在线25万元

近期，焦作福彩接连传出好
消息，双色球二等奖、刮刮乐一
等奖、中福在线头奖接踵而至。
6月5日，位于焦作民主路的中
福在线销售厅传出喜讯，一彩民
幸运中得25万元累积奖，这也
是该销售厅今年中出的第3个
25万元大奖。

据销售厅工作人员邵女士
介绍，中奖彩民是位新手，接触

“连环夺宝”游戏才十余天。“他
第一次来是跟朋友一起的，当时
他不知道怎么玩，然后才慢慢学
的。”邵女士说，中奖当天，该彩
民购买了投注卡充在6号机玩

了起来，当到第三关时，他选择
压注1元钱，紧接着，24颗红宝
石瞬间而降，显示命中25万元
大奖。“中奖后他非常淡定，让工
作人员核对确定后，他并没有兴
奋，而是安静地玩到游戏结束，
随后才退卡离开。”

当他离开没多久，销售厅的
每台投注机器上都显示了该中
奖喜讯，在场的彩民沸腾了，纷
纷议论谁这么幸运。而当得知
中奖彩民是个接触中福在线才
十余天的新彩民，并且已淡定离
开时，大家都对他既羡慕又佩
服。 豫福

平顶山彩民
豪取大乐透千万大奖
□记者 杨惠明

6 月 12 日晚，大乐透第
17067期全国开出2注头奖。其
中，1注为1600万元(含600万元
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奖，出自广
东；另外1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被平顶山彩民揽获。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的1600
万元追加投注头奖，中奖彩票为
一张5+4复式追加票，投入18
元，共中出一等奖1注、二等奖4
注、三等奖1注，单票累计擒奖

1643万余元。河南中出的1000
万元头奖出自平顶山，中奖彩票
为一张3注6元投入的单式票。

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广东
这位彩民多拿600万元追加头
奖奖金，从而使得单注头奖奖金
达到1600万元。

今 晚 开 奖 的 大 乐 透 第
17068期仍有高达36.02亿元的
奖池，近期，大乐透每次开奖都
送出的是千万级别的超级巨奖，
大家还在等什么，赶紧买两注试
试运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