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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开封建设全省首
批中福在线视频彩票发行试点
的重任又落到刘柯肩上。由于
是试点发行城市，相关资料和
参考经验非常少，他只能边学
边干、边干边学。施工工地上，
大家时常会见到满身尘土的刘
柯在进行设计和测量。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有序的
施工，当年4月底，开封市中福
在线销售厅一次性通过省级验

收，并顺利上市运营。
为做好中福在线视频彩票

的管理工作，刘柯借鉴商业管
理模式、利用多年投注站点管
理经验相结合，制定了《开封市
中福在线销售厅员工手册》《开
封市中福在线销售厅工作流
程》《开封市中福在线销售厅应
急预案》等各项规章制度，细化
每项工作流程。

工作中，刘柯坚持“有事不

过夜”的工作原则，无论是设备
故障，还是站点咨询等，他都及
时响应及时处理。

时光荏苒，十七年福彩相
伴，刘柯告诉记者，刚到开封福
彩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恋
爱、结婚、生子也都是在福彩的
见证下走过来。如今，他已然
成为一位老福彩人，但他时刻
不忘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将
继续为福彩的发展献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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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1061元
137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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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6620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572877元。

红色球

16
蓝色球

08 10 15 19 23 28

第201712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5注
192注
873注

58724注
1248592注
4861691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9注

28注
2530注

55859注
238117注

每注金额
3215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78期中奖号码
8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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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542元，中奖
总金额为165970元。

中奖注数
2注

324注
5858注
326注
221注
10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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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012元。

中奖注数
417注

0注
825注

中奖号码：902

“排列3”、“排列5”第17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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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注
0注

7547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0注

057

05792
排列3投注总额14793738元；排列

5投注总额9885216元。

徐新格

福彩3D第17279期预测

比较看好2、3、9有号，可重

点关注“23、24、26、28、29、34、
35、36、38、39”之两码组合。

跨度参考3、4、5、6、7、8，和
值参考09至20区段。

四 六 分 解 式 则 可 参 考 ：
2389——014567，前者四码中至
少包含一个奖号，后者六码包
含三个奖号的可能性较小。

不 定 位 组 选 试 荐 ：226、

236、238、239、245、246、247、
248、249、256、037、136、138、
346、347、348、349、356、358、
367、056、067、146、156、167、
168。

双色球第1712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6、07、10、
12、15、19、20、23、25、28、29、33。

蓝色球试荐：06、07、09、11、
12。

22选5第17279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2、10、
15，可杀号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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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04、06、07、09、10、12、14、15、18、
19。

排列3第17279期预测

百位：0、4、5。十位：2、6、
7。个位：3、4、9。 夏加其

建设开封首批站点，他是大家眼中的“拼命三郎”

坚守岗位，为福彩发展献一份力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0/13（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0/13（周五）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编号/主队VS客队

020斯图加特 VS 科隆

030维戈塞尔塔 VS 赫罗纳

024里昂 VS 摩纳哥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94元

273元

□记者 杨惠明 实习生 王晨莉

核心提示 | 刘柯，河南省开封市福彩中心宣传部部长，自2000年加入福彩大家庭，一心扑
在工作上，成为领导、同事和业主眼中的“拼命三郎”“彩票百事通”……每当说起十七年来走
过的风雨历程，他以作为一个河南福彩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而感到自豪。

河南福彩人故事

摸着石头过河，他深入一线落实每个细节

2000年，24岁的刘柯成为
开封市福彩的一名普通技术人
员。当年福利彩票还处于发展
起步阶段，新的事业需要人勇
于开疆拓土，而对于刚刚接触
彩票行业的刘柯来说，更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那时候真是摸
着石头过河，一点可参考的经
验都没有。”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刘柯主动承担起全市首批79
家站点建设工作。那段时间，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带领施工

队，落实每个细节，从每个站点
打地线、测量数据，到设备调试
和人员培训，仅用了不到一个
月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前期筹备
工作，确保全市电脑福利彩票
顺利上市。

“一切为了彩民，一切为了
站点，一切为了业主。”这是刘
柯多年来工作中坚守的职责和
使命。随着福利彩票玩法不断
丰富，投注站数量增多，他不仅
要负责辖区内200多家站点的
管理工作，还要坚守在值班电

话前为站点答疑解惑，直至全
市站点完成当天的销售工作。

开封市福彩中心主任吕春
祥告诉记者，由于长期超负荷
工作，三餐不正常，刘柯的胃出
了毛病。“不舒服时，他就随便
吃点胃药解决，导致最后胃穿
孔，不得不住院治疗。”提及此
事，刘柯轻描淡写一笑而过。

“我们是搞服务的，必须坚守
岗位，每个投注站都代表的是
福利彩票，所以对于彩民来说，
投注站就是福利彩票。”

坚持事不过夜，确保开封中福在线顺利运营

本周五，竞彩开售多场精
彩赛事，其中法甲、德甲各有一
场比赛值得彩民朋友们关注，
分别是曾经的法甲霸主里昂对
阵近日状态正佳的摩纳哥；斯
图加特主场迎战科隆。

周六凌晨法甲联赛上演一
场强强对话，随着国家队比赛
周结束，本周法甲联赛将进入
第九轮争夺。

里昂是曾经的法甲霸主，
但自从被大巴黎推翻垄断格局
之后，里昂最近几个赛季都是患
得患失，联赛也仅处于第二。赛
季开局他们连续击败斯特拉斯
堡、雷恩表现可圈可点，不过最
近5场比赛里昂都无法取胜，目
前球队正处于泥潭当中。

摩纳哥方面，上赛季他们
以绝对优势力压大巴黎夺冠，
但这个赛季，球队几名主力纷
纷离队他投，导致球队竞争力
有一定削弱。不过翻看两队以
往对战成绩，里昂近年主场迎

战摩纳哥并没有什么优势。
总体来看，摩纳哥本赛季

表现依然强势，摩纳哥此役值
得看好。

德甲第8轮展开首场比赛，
斯图加特和科隆的比赛将在前
者主场展开角逐。

斯图加特上赛季在德乙经
历了磨练之后本赛季重返德
甲，重拾希望的他们当然想有
所进步，球队目前2胜1平4负
积 7分排在联赛第14位。不
过，从本赛季的头3轮主场赛事
来看，斯图加特的主场还是值
得信赖的。此外，虽然科隆上
赛季取得联赛第5的不错成绩，
但他们本赛季联赛头7轮战罢，
球队一胜难求的同时还输掉6
场比赛。

两队本赛季的表现均难尽
如人意，不过斯图加特本赛季
擅长打主场，他们联赛主场至
今取得2胜1平，因此斯图加特
此役有望在主场收获3分。

周五竞彩强档推荐

强劲依旧
摩纳哥或反客为主
□记者 吴佩锷

刘柯为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图片由开封福彩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