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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学校招生
应广大考生要求：现将我校2017招生专业及计划公布如

下：市场营销、电子商务、高星级酒店管理、物流管理、会计、工商
企业管理等专业计650名，按外资企业员工标准要求，将今年
初、高中毕业生面试入校标准条件告知如下：1.形象气质佳，男生
身高172cm,女生162cm以上。2.学生干部及书法、音乐、武术
等特长生优先。3.孝顺长辈家庭贫困者免交学费。

来外资 有自信 学本领 挣高薪
面试报名预约：0371-67675266、67675111

每注金额
2226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59期中奖号码
6 7 12 1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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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338元，中奖
总金额为185356元。

中奖注数
3注

399注
5992注

236注
192注

23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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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324元。

中奖注数
429注

0注
530注

中奖号码：872

“排列3”、“排列5”第17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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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1注
0注

720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0注

123
12386

排列3投注总额14084556元；排列
5投注总额9144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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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元
198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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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337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934665元。

红色球

05
蓝色球

02 11 12 23 29 31

第201706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98注

1535注
72026注

1275536注
10052476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6注

98注
3187注

57525注
447451注

专家荐号

福彩3D第17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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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128、134、135、147、148、155、
156、178、035、036、037、337、

338、339、346、366、367、045、
055、257、258、259、457、266、
267、268。

双色球第17070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6、08、

11、13、14、17、22、23、25、27、30、
31。

蓝色球试荐：04、06、07、08、
09。 徐新格

22选5第17160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10、
19，可杀号 0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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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6 07 08 10 12 13 16 17 19
20。

排列3第17160期预测
百位：2、5、7。十位：0、5、

7。个位：1、4、9。 夏加其

6月2日，随着第十期抽奖
结果的公布，河南“福彩扫码送
福利，手机大奖‘码’上拿”活动
圆满落幕。据统计，活动中焦
作彩民共收获36部手机。

日前，中奖彩民分批次来
到该市福彩中心，领取手机大
奖。现场，相同的中奖经历让
大家交谈起来，“除了能买彩票

中奖，这回还能中手机呢！”彩
民李先生说。“这样有意义的活
动越多越好，不中现金奖，但能
中手机，增强了购彩的信心。”
彩民赵先生说，之前他看到报
道，焦作彩民不断收获好运，就
想试试手气，没想到他也中了
手机。“以后还会继续支持福
彩，坚持购买福利彩票。”豫福

本报讯 6月12日晚，大乐
透第17067期全国开出2注头
奖，我省平顶山彩民凭借一张
6 元 3 注单式票收获一等奖
1000万元。昨天上午，中奖彩
民蔡先生携家人一起来到省体
彩中心兑走他的超值大奖。

据了解，蔡先生买彩票将
近二十年，刚开始经常买七星
彩，大乐透上市之后就喜欢上
了这种玩法，基本上期期都
买。当天他路过体彩网点，一
看表已经七点多了，正好从兜

里摸出来一张一周前买的大乐
透彩票，蔡先生想也没想，就递
给网点业主让他照旧再打一
遍。开奖当晚，蔡先生在家看
电视，感觉差不多开奖了，就拿
出手机查询开奖号码。他发现
第三注号码全都对上了，开始
时激动不已，后来内心有点打
鼓：“真的假的，凭这么一张小
小彩票就能领那么大的奖？”后
来，蔡先生又把彩票拿给儿子
帮忙核对，期数和号码都准确
无误。第二天，蔡先生去了购

彩网点，看见网点挂出来横幅，
敲锣打鼓地正在庆祝，这才确
定自己真的中奖了。

这么大的奖，搁谁身上都
会忐忑，对于蔡先生也不例
外。如何领奖？到哪儿领奖？
蔡先生让儿子在网上查询好，
整理好心情后，15日上午才到
省体彩中心兑奖。关于奖金的
规划，蔡先生说：“妻子身患癌
症多年，家里的钱都花差不多
了，这下可以给她找个好医院
看病，希望她能慢慢好起来！”

本周五，竞彩足球场次安
排有6场比赛，以欧洲U21锦
标赛（简称欧青赛）和阿根廷甲
级联赛为主。其中，欧青赛A
组瑞典U21与英格兰U21之
间的较量最值得彩民们关注。

本场比赛是瑞典和英格兰
连续两届欧青赛决赛圈被分在
同一个小组。2015年的捷克
欧青赛，英格兰在小组赛对阵
中绝杀对手，曼联前锋林加德
替补出场取得进球，但他们最
终未能从小组出线，而瑞典最
终杀入决赛并首次夺魁。

本届预选赛中，瑞典U21
强压西班牙U21，以小组头名
直接晋级，同时也是6支小组
赛不败的球队之一。而英格兰
是连续6次入围决赛圈，但他
们缺少了曼联前锋拉什福德、
热刺大将阿里和世青赛金童索
兰克等名将，不过球队牌面依
旧不弱，拥有后卫钱伯斯、霍尔
丁和中场沃德·普劳斯、查洛巴
以及边锋雷蒙德等多名英超球
队的当打主力。英格兰年轻球
员的牌面实力和实战经验还是
略胜一筹，取胜概率更高。

平顶山彩民豪揽大乐透头奖
6元3注单式票，击中奖金1000万元
□记者 杨惠明

信阳彩民喜中
刮刮乐“以茶会友”10万元

信阳息县彩民刘先生是一
位个体茶商，平常他总会去投
注站购买福彩刮刮乐“以茶会
友”，图个好兆头。6月4日，刘
先生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家人
他中了10万元大奖。

原来，刘先生花5元钱买

的刮刮乐“以茶会友”刮出了
“茶盘、茶几、茶篮、木船、雨
伞”，而在“木船”和“雨伞”之
间，是10万元的奖金金额。根
据游戏规则，如果刮出任何奖
金金额，即中该奖金。而刮刮
乐“以茶会友”的最高奖金就是

10万元。
6月5日一大早，刘先生就

和爱人一起来到了信阳市福彩
中心兑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现场与众人分享中奖经历和心
路历程。 豫福

周五竞彩强档推荐

欧青赛开打，英格兰欲取首胜
□记者 吴佩锷

购福彩赢好运
焦作彩民收获36部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