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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17164期预测

比较看好1、2、4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248——
035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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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26、
136、137、146、147、157、158、166、

177、178、027、227、228、237、238、
245、246、255、256、266、267、046、
047、345、348、446、457、466。

双色球第1707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10、12、
14、15、17、19、20、22、23、27、30、
31。

蓝色球试荐：04、05、07、08、
10。

夏加其

七星彩第17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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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二位 1、4，三位 4、9，四位 2、3，五
位1、7，六位3、6，七位1、3。

排列3第17164期预测

百位：2、3、4。十位：4、5、9。
个位：1、3、6。

22选5第1716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09、20，可
杀号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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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07 08 09
11 13 15 17 19 20。

大乐透第17071期预测

推荐“9+3”：03、07、12、18、21、
26、27、31、35 +03 05 12。

每注金额
39712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63期中奖号码
2 3 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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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16元，中奖
总金额为145432元。

中奖注数
2注

325注
4811注
150注
116注

3注

646505元
20523元
1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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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9注

288注
757注

8566注
13836注
88003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12注
18注

334注
381注

3225注

07 08 18 19 24 27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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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
0注

69注
26注

643注
199注

26402注
9838注

520791注
192348注

5034342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0元
136834元

82100元
5904元
3542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070期
中奖号码：06 16 18 26 30 02 03

本期投注总额为 207995131 元,3663920573.4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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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518元。

中奖注数
125注
220注

0注

中奖号码：0 0 8
“排列3”、“排列5”第1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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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0注
0注

14367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72注

759
75932

排列3投注总额14523566元；排列
5投注总额9030364元。

体彩“快乐操场”报名仅剩9天
已有18个地市268所小学提交申请

今年是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玩法上市销售10周年，为了回馈
广大彩民朋友对大乐透玩法的支
持与喜爱，继5亿元大派奖之后，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又开启
了1000万大赠票活动。

截至目前，活动仍如火如荼
进行中，还没有参与的彩民朋友
切勿错过投注良机。

赠票时间为2017年6月8日
起（17066期）至7月5日（17077
期），持续开展 12期，活动资金
1000万，若活动期间促销资金提

前使用完毕，则活动结束。
活动期间，凡购买体彩“大乐

透”游戏，单张彩票金额达到15
元（含）以上的彩票，均可获赠价
值3元的当期“大乐透”追加彩票
（机选一注并追加投注）一张。

目前，体彩大乐透奖池长期
维持36亿元的高水位，大奖成色
更有保障。尤其在活动期间，单
张彩票只需买够15元就可获赠
一注追加彩票，相当于再送给您
一个中1600万大奖的机会，千万
别错过哦！

北京时间 6 月 21 日凌
晨，欧青赛B组第二轮迎来两
场比赛：塞尔维亚U21VS马
其顿U21、葡萄牙U21VS西
班牙U21。

在首轮比赛中，葡萄牙
U21与西班牙U21双双拿下
对手取得开门红，本轮比赛，
同取3分的西班牙与葡萄牙
将上演一场强强对话。

葡萄牙首轮2∶0轻取塞
尔维亚，前锋格德斯上半场首

开纪录，中场布鲁诺-费尔南
德斯第88分钟锁定胜局；主
帅鲁伊·若热的排兵布阵让人
难以捉摸，被任命为三队长之
一的曼联后卫若奥·佩雷拉没
能进入首发，最大牌的拜仁后
腰桑谢斯也只是替补出场。

西班牙首战5∶0血洗马
其顿，马竞中场萨乌尔精彩倒
钩破门首开纪录，皇马中场阿
森西奥随后上演帽子戏法，这
也是欧青赛决赛圈历史上的

第5个帽子戏法，队长德乌洛
费乌点球锦上添花，继续扩大
他的进球纪录。

首轮胜者之间的对抗，再
胜者将提前锁定小组头名，败
者也仍然保有晋级主动权。
葡萄牙在历史交锋数据上占
据优势，但两队上次交锋已经
是15年前，数据缺乏参考意
义，西班牙的几名核心球员状
态更加出色，本场强强对话也
相对更值得看好。

该活动自启动以来，引起
了社会关注与参与，报名学校
数量，以及咨询电话也逐日增
加。截至6月19日，河南省
体彩中心已收到了来自全省
18个地市268所小学的报名
信息。

据了解，在已报名申请的
学校中，大多位于我省地理位

置偏僻、体育设施落后的地
区。虽然体育设施不足，学校
对于体育运动开展的热情不
减，不少已报名的学校都有自
己的体育专长教育和体育特
色。不仅如此，今年该活动也
收到了一些特殊学校的报名，
例如聋哑学校等。

省体彩中心党支部书记

王海新表示，在评选过程中会
综合考虑各类因素，把“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送到最需要
的学校那里。

目前河南“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报名还有最后9天，
还未申请的学校，以及想为自
己老家学校申请的爱心人士，
请抓紧时间报名申请。

□记者 杨惠明

核心提示 | 2017年河南“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自5月23日正式启动以来，得到了
全省各地缺少体育设施和体育器材的学校的热烈响应。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8个地市
的268所小学提交了报名申请。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报名还有9天

据悉，2017“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报名工作将在6月
28日结束。目前距报名截止
还有9天，未报名申请的学校
需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已报名申请的学校，请登
录“河南体育彩票网—2017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报名查
询”页面检查已上报的信息是

否完整。如果没有完整的书
面信息和图片信息，在初选将
面临淘汰。

记者从省体彩中心了解
到，2017年“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活动将捐赠35所省内
小学。由于名额有限，省体彩
中心将尽最大努力保护学校
报名的积极性，对2013年以

来多次申报但没有入选的学
校，评审时在同等条件下将适
当给予加分。

同时，今年的受赠学校确
定后，将梳理2013年以来的
报名信息，汇总未获捐赠的学
校名单；随后各地市的分中心
进行再次筛选，为部分学校捐
赠一定数量的急需器材。

已有268所小学报名，特殊学校加入其中

大乐透1000万大赠票
火热派送中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二牙”相争，斗牛士抢占先机
□记者 吴佩锷

河南体彩上周（6月12日
至6月 18日）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大奖共6个，其中：1万

元~5万元：3个，5万元~10万
元：2个，25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点秋香

（面值10元）。体彩顶呱刮，
刮出精彩生活！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记者 吴佩锷 杨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