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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1346216元，1304925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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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7 5 0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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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15注
128注

1791注
22135注

276320注

单注金额
0元

197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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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4147元
43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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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421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2868945元。

红色球

02
蓝色球

02 06 16 23 30 31

第201707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6注
548注

1682注
77717注

1147687注
5072832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5注
59注

3016注
47521注

191961注

每注金额
20863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71期中奖号码
2 3 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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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278元，中奖
总金额为173292元。

中奖注数
4注

225注
4967注
141注
195注
1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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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984元。

中奖注数
532注

0注
850注

中奖号码：346

“排列3”、“排列5”第17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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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7注
0注

11766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5注

190

19016
排列3投注总额13639504元；排列

5投注总额8792994元。

七星彩第17075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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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二位3、8，三位1、4，四位3、9，五
位1、2，六位3、4，七位0、7。

22选5第1717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3∶2，奇偶比

例关注 3∶2，重点号关注 07、11、
17，可杀号0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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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05
07 09 11 13 14 15 17 18 21。

排列3第17172期预测

百位：3、4、6。十位：2、7、

8。个位：1、4、5。
夏加其

专家荐号

本报讯 6月 25日晚，双
色球第2017073期开奖，红球
号码为03、06、16、23、26、30，
蓝球号码为14。当期双色球
头奖9注，分落7地，单注奖金
709万多元。

据 统 计 ，在 双 色 球 第
2017073期的9注头奖中，河
南周口彩民揽入1注头奖，出
自当地41770303投注站，为

单式5注票，仅投注10元，便
命中709万元头奖，可谓十分
幸运。值得注意的是，当期二
等奖开出173注，单注奖金13
万元，河南彩民收获20注，全
国排名第一，其中固始彩民揽
入 10 注 ，分 别 出 自 固 始
41750017投注站，单式1注5
倍投注，共获奖金68万元；固
始41650480投注站，单式1注

5倍投注，共获奖金68万元。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3

∶3，三区比为2∶1∶3；奇偶比为
2∶4。其中，红球开出四枚重
复号06、23、26、30；一枚隔码
03。当期计奖后，双色球奖池
金额为 7.4 亿多元。6 月 29
日，双色球第 2017075 期开
奖，彩民朋友仍有机会2元中
得1000万元。

为纪念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30周年，弘扬福利彩票文化
内涵，倡导公益环保理念，进
一步扩大即开票游戏研发渠
道，6月23日，商丘市福彩中
心举办“公益福彩，绿色即开，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主题
的“刮刮乐”即开票手工艺品
创作选拔赛。参赛作品30余

件，经中心评选委员几轮评
选，最终选定8件作品选送省
中心参赛。

本次活动开展后，得到了
广大投注站销售员、福彩工作
人员以及院校学生踊跃参
与。收到的手工艺作品有动
物造型、龙舟、脸谱等。这些
作品都是制作者从收集“刮刮

乐”废票开始，历经创意构思、
裁剪、折叠、拼插、粘贴以及反
复修改等一系列工序制作完
成的，不仅体现出制作者的心
灵手巧和独具匠心的创意，更
是通过作品体现出“刮刮乐”
的趣味性，进一步宣扬了福利
彩 票 公 益 为 民 的 宗 旨 。

豫福

今年是体育彩票超级大
乐透玩法上市十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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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体彩中心又开启
了千万大赠票活动。

自 2017 年 6 月 8 日起
（17066期）至7月5日（17077
期）期间开展促销活动，持续
开展 12 期，活动资金 1000
万。凡在活动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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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帮助彩民朋友们在

活动期间揽得大奖，特分享以
下技巧供彩民参考。

大乐透后区投注为“12选
2”，相比前区中奖率更高，三
个后区选号方法让你离大奖
更近一步。

一、和值选号法
从“12选2”的规则来看，

每注号码只有2个号，因此和
值等于2个号码相加，共有21
个和值。最小和值为3，最大
和值为23，平均和值13对应
的注数最多，有6注。如果某
几期的和值偏离平均和值太
多，下一期纠偏的可能性大大
增加。

二、差值选号法

“12选2”是由2个号码组
成一注，2个号码之间的差就
是差值。总共有11个差值，其
中差值 1 的注数最多，为 11
注，理论上出现频率最高；差
值 11只有 1注，出现频率最
低。如果理论上出现的频率
较高，而实际上没有出现，这
个差值就要跟进。

三、区间选号法
这里所说的区间选号法

是将区间划分得更细，比如，
将12个号均分成4个区间：一
区（01~03）、二区（04~06）、三
区（07~09）、四区（10~12），然
后根据四个区的冷热程度去
选择区间。 河体

周口、固始彩民喜获双色球好运
分别为头奖709万元、两个二等奖各68万元
□记者 张琛星

河南体彩上周（2017年6月
19日~2017年 6月 25日）中出
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3个，
其中：1万元~5万元3个。

目前热销票种：点秋香（面
值10元）、吃西瓜（面值5元）。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生活！

河体

后区选号三步走
助你玩转超级大乐透

商丘福彩即开票手工艺品
初选落幕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6月23日，延津中福在线销
售厅传来喜讯，一位彩民幸运中
得全国累积大奖25万元。

据了解，当天中奖彩民王先
生正在该销售厅玩，突然，他推
开椅子，惊喜地喊道：“20个祖母
绿，天啊，我中了25万大奖！”彩
民们迅速围了过去，一览大奖模

样。顿时，整个销售厅充满了欢
呼声、鼓掌声，大家纷纷称赞王
先生运气真好。

王先生当时激动万分，语气
都有点颤抖了：“真是太出乎我
的意料了，没想到啊。正好可以
用这笔奖金给孩子上学，大奖来
的真是太及时啦！” 豫福

中福在线送好运
延津彩民喜中25万元

6月27日晚，福彩双色球第
2017074期爆出 16注头奖，单
注奖金619万多元。这也是继
第2017072期 11注头奖后，双
色球头奖再次“小井喷”。

当期开奖号码为：02、06、
16、23、30、31+02，红球号码大

小比为3∶3，三区比为2∶1∶3；奇
偶比为2∶4，蓝球则开出02。此
外，当期二等奖开出548注，单
注金额4.3万元，其中河南彩民
收获15注。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7.2亿多元。

双色球送惊喜
爆出16注619万元头奖
□记者 吴佩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