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HE DAILY 彩票

A20

2014年8月23日 责编 多青春 美编李哲 邮箱 dd1966@163.com

财经

专家荐号

重点号码看好3、6、7，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3，
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7、8，二位
2、3，三位3、6，四位3、8，五位6、7，
六位4、6，七位4、5。

大小比例关注41，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5、21，
可杀号02、10；本期可能出现一组
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四区，推荐
一个小复式：04 05 07 09 12 13
15 16 17 18 19 21。

推荐 9+3：04、11、12、17、19、
24、26、29、33 +02 04 08。

百位：3、5、6。十位：2、6、8。
个位：0、3、9。 夏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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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14098期

22选5第14227期

大乐透第14098期

排列3第14227期

第14097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22273492元，70756921.23元奖金滚入
下期一等奖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09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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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注
258注

4539注
56305注

566222注

单注金额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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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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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2663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4226期
中奖号码

03 04 14 18 19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523592元，
中奖总金额为247663元。

中奖注数
3注

692注
10535注

312注
343注
14注

1103773元
11680元
2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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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4 11 15 16 22 28 25

第201409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27注

304注
1010注
9541注

17927注
106543注

福彩“3D”开奖公告2014226期

单注金额
1000元
320元
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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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446元，中奖总金额为523327元。

中奖注数
303注

0注
1199注

中奖号码：675

“排列3”、“排列5”第14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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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1注
0注

10683注

1000元
320元
160元
10万元排列5 61注

193

19368
排列3投注总额15599996元；排列

5投注总额95962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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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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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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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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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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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0、21版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精品效果图施工图60965673

出租招租
●西四环1万6千㎡招租，办公
酒店、厂房均可18838039983
●开封温泉宾馆三干m2位佳
成本低急转急租13938295046
●中原路2200㎡商铺87783787
●新乡和平路向阳路一二层

1000平门面出租18437315813

出租仓库厂院
●龙湖厂仓20000㎡15838021635
●西四环1万3千㎡招租，4S店
厂房、仓库均可18736036699
●嵩山路南四环大型钢结构

厂房仓库 18638238238
●上街厂房大院招租60103052
●西四环标准厂房/航吊厂
房出租18703822699王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66666696

房地产
●龙口海景房：12.8万元/套起，
70年大产权、不限购、可贷款；
周五龙口发团99元/人，加一
元夫妻同往0371-55626111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汽车租赁
●49元起●包月半价69131616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15237155577

●高价收新旧车13937100034

汽车销售

●腾发2手车展厅销售评估分

期地址：花园路国基路交

汇处西南角18039660000

电脑维修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家政服务
●飞马家政保洁13633712739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转让
●●盈利超市转让15713870697
●美容院美发店15713870691
●丹尼斯家居转18638510333
●幼儿园九成新全套设备低
价转让急!急!13838103599
●临街商铺转让13938562779
●三全路网吧转15938799956

寻人启事
●梁恒，男，76岁
身高1米74左右，
中等身材，河南
口音，头发花白
平头，患有老年
痴呆症，但表面正常。上穿
白底小兰格长袖上衣，下身
穿黑色裤子，手提米黄色旅
行袋于8月21日晚6点33分于
郑州市高新区瑞达路冬青街
交叉口走失，望发现者给13
663927131，13607669041
梁女士联系，定重谢！

让饭店酒吧

●白沙饭店急转13203871190
●420㎡饭店转15038213232

招商

●批仓储货架散货柜60882888
●全峰快递加盟13103710109
●河南玉鸳鸯婚礼服饰有限公

司现诚招地、市、县、社区

加盟商037188811028

●免费铺咖啡奶茶机招合作
加盟15038062838曹
●广通速递招商15890199721
●眼镜店加盟13598048752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专业维修空调13683836352
●厂家车移修收空调68212330

软件网站

●十年建站、推广15515555565

●低价快速建站53395926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398起建网站15093249093
●高端网站建设13526527276

信息窗口

●专业火锅桌13273025963
●社保养老咨询13673992227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一样的中奖号码 一样的投注点

两注大乐透头奖得主同日现身
阅读提示 | 一样的中奖号码，一样的投注点，洛阳
两张中奖彩票的出票时间仅相隔45分钟，会不会
是一个人买的？就在第14096期大乐透开出的第
二天，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猜测。但直到3
天后，大家心里的谜团才得以解开。一个是坚守
13载的老彩民，跟着“高手”无意投注却中了大奖；
一个是替老公来领奖的大姐，在得知中奖的那天晚
上，两口兴奋得一夜没睡。昨日上午，他们先后走
进省体彩中心，分别领走了638万元奖金。

□记者 魏浩 文图

638万元大奖得主甲
买彩票13年了，一直在坚持

和其他大奖得主的装扮一样，最先走进省体彩中心的得主
老刘戴着新买的大墨镜，穿长袖衬衫。“坚持13年了，一直没放
弃过买彩票。”老刘说，他买彩票没有特别的规律和“绝招”，就是
跟着别的“高手”买号，而且期期都买，大乐透、双色球都买。“刚
开始买得多，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月工资都进去了，媳妇儿不愿
意，跟我吵。”后来，老刘开始理性购彩，每个月不超过300元，

“还没同事抽烟花的钱多。”
而针对此次中奖号码，老刘说依然是跟着别人买的。“经

常买彩票的人，基本上都混个脸熟。有时候觉得谁会中奖就
跟谁买。”老刘坦言，他绝对不算是“技术彩民”，希望以后加
强学习，向“技术彩民”靠拢。老刘最后兴奋地说，回家媳妇
再也不会反对他买彩票了。

638万元大奖得主乙
中奖那晚，我和老公一夜没睡

将近中午的时候，另一个638万元大奖得主——连衣裙
大姐来到省体彩中心。“呀，你是不知道，这几天都没睡好
觉。”大姐说，在得知中奖的18日晚上，她和老公兴奋得一夜
没睡，后来也没睡好。“再不来领奖，今晚还会睡不好。”大姐
心直口快，说老公在洛阳工作，平时买彩票很少跟她说。“他
说了，我也不喜欢听。”有时，大姐的老公中了千元奖项，也会
带她和孩子出去吃大餐。“我们一家人已经商量好了，以平常
心对待这个事情，该工作还继续好好工作。”至于奖金的用
途，大姐说，可能会在晚辈身上投入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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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大奖得主合影留念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