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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2017069期预测

比较看好3、6、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2368—014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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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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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056、
057、067、126、128、136、138、

145、146、148、156、158、167、
168、178、236、238、239、245、
247、249、259、267、346、347、
348、349、358。

双色球第201703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6、08、09、
11、12、14、15、17、23、25、27、31。

蓝色球试荐：03、04、11、12、
14。 徐新格

每注金额
26985元

50元
5元

36元
208元

2177元

第2017068期中奖号码
9 10 13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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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180元，中奖
总金额为655361元。

中奖注数
8注

774注
13223注
1464注
916注
4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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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590元。

中奖注数
614注

0注
1337注

中奖号码：910

专家荐号

“排列3”、“排列5”第17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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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9注
0注

1128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4注

217

21794
排列3投注总额16531038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204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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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0716元
327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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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7340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673276元。

红色球
02
蓝色球

01 07 09 20 23 30

第201703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5注
81注

1040注
57644注

1127321注
790974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3注

28注
2303注

46984注
334975注

22选5第2017069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09、
12，可杀号1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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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5

07 09 10 11 12 14 15 17 20。

排列3第2017069期预测

百位：2、3、8。十位：0、4、
5。个位：3、7、8。

夏加其

竞彩胜平负单固赛事推荐

多特蒙德坐镇主场欲再称雄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本周末，德甲、西甲各有一场精彩赛事入选竞彩足球胜平负单固赛程。在成功打
进欧冠8强后，多特蒙德最近在各项赛事的表现可圈可点，此役主场迎战降级区球队因戈尔
施塔特，稳拿3分不在话下；西甲方面，比利亚雷亚尔过去6仗各项赛事取胜5场，其间多达4
场零封对手，反观拉斯帕尔马斯近期整体表现不甚理想，比利亚雷亚尔此行有望带走3分。

势头正旺，多特蒙德欲抢3分

北京时间3月18日凌晨3
点半，德甲排名第三的多特蒙
德将坐镇主场，迎战降级区球
队因戈尔施塔特。多特蒙德近
期在各项赛事主场作战中均保
持连胜势头，特别是在打进欧
冠8强后，对提升多特蒙德的士
气大有益处。

虽然，本赛季多特蒙德中
场大将格策将无缘剩下的比
赛，但阵中仍拥有多名球星的

他们相比对手仍有压倒性优
势，此役再取3分应该不在话
下。

反观客队因戈尔施塔特，
在最近6场联赛当中只胜1场，
以5胜4平15负积19分，跌入
降级区。此役，虽然因戈尔施
塔特也特别想再取3分，远离降
级区，但面对势头正旺的多特
蒙德，他们能做的恐怕就是缩
小比分差距。

连胜在望，比利亚雷亚尔力保不败

北京时间3月18日凌晨3
点45分，比利亚雷亚尔将客场
挑战拉斯帕尔马斯。

在过去的5场联赛当中，
比利亚雷亚尔除在一场比赛中
2∶3憾负皇家马德里外，其余4
场比赛均斩获3分，目前他们
以13胜9平5负积48分，位列
小组第5名。在对阵皇家马德
里的比赛中，球队“门神”塞尔
吉奥·阿森霍不幸受伤并被宣
布本赛季报销。好在他们本周

一对阵维戈塞尔塔时，凭借前
锋索尔达多的1粒进球，保住了
连胜势头。

而拉斯帕尔马斯最近的表
现不甚理想，近6场联赛当中只
胜1场。在目前以8胜8平11
负积 32分位列小组第12名。
从与比利亚雷亚尔过去的3次
交手数据来看，两队实力相当，
各取1胜1平1负的成绩。不
过，由于主队状态不佳，此役比
利亚雷亚尔仍有望带走3分。

竞彩赛事投注指南

★赛事编号：周五028
★对阵：拉斯帕尔马斯VS比
利亚雷亚尔
★比赛时间：3-18 3∶45
★竞彩胜平负固定奖金：
2.48、3.10、2.48
★竞彩让球胜平负固定奖金
（-1）：5.80、4.05、1.41
★竞彩胜平负单场推荐：负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
荐：负

竞彩赛事投注指南

★赛事编号：周五024
★对阵：多特蒙德 VS 因戈
尔施塔特
★比赛时间：3-18 3∶30
★竞彩胜平负固定奖金：
1.19、5.25、10.20
★竞彩让球胜平负固定奖
金（-1）：1.70、3.85、3.55
★竞彩胜平负单场推荐：胜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
荐：胜

3月6日晚，“闪耀钻石”全
国促销活动进行了第21日的
开奖，最终河南、安徽、广东三
个省的四位幸运彩民各获1克
拉钻石。其中河南的一枚钻石
再次降临在焦作，收获两枚钻
石的焦作市成为河南福彩刮刮
乐“闪耀钻石”的福地。

6日下午，石先生和两位朋
友路过福彩投注站，看到刮刮
乐“闪耀钻石”还在促销活动期
间，而石先生并没有因参与活
动而未抽中钻石感到灰心，就
想着再买几张碰碰运气，便和
朋友进了投注站。

当时，他的两位朋友开玩
笑说：“老石，你可真执着，这钻
石就别想了，已经没几颗了，幸
运女神怎么会光顾你呢？”可石
先生坚信自己会将钻石揽入怀
中，因为之前福彩刮刮乐搞促
销活动送单反相机石先生就有
幸获得一部，这次他还是想试
一试。

石先生和朋友一起刮了十
套“闪耀钻石”套票，但他的朋
友都不相信会中得钻石，便没
有拿出手机扫码，石先生说：

“你们不扫码我来扫，中得钻石
可别羡慕啊！”石先生便扫码并

兑换了抽奖码。
当天晚上，石先生忘了看

中奖信息，第二天朋友问起此
事，他才想起来打开福彩刮刮
乐客户端，不料还真的显示了
中奖二字，石先生激动得急忙
给朋友打电话报喜。“只要抓住
派送机会，积极参与，坚持就是
胜利！”

截至3月14日，福彩刮刮
乐“闪耀钻石”抽奖活动已经结
束，河南彩民共收获8颗钻石，
数量全国排第三，前两名为广
东14颗钻石，山东11颗钻石，
再次成为福地。 豫福

福彩“闪耀钻石”送好运

执着等来惊喜，焦作彩民喜获钻石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注“大河好彩”
从此好运连连

□记者 杨惠明

日前，由体彩顶呱刮推出的
“卧虎藏龙”主题经典套票，终于
和广大彩民见面！河南体彩针
对“卧虎藏龙”开展的促销活动
正在进行中，不仅享受购彩乐
趣、有机会获赠精美礼品，更能
冲击百万奖金！

据了解，本次促销活动从3
月10日开始至3月31日结束。
活动期间，彩民在我省任一体彩
网点购买“卧虎藏龙”主题即开
票，若单张彩票刮中翻倍符号
（“龙”或“虎”标志），并经兑奖设
备完成兑奖且剪角处理后，除正

常兑付奖金外，另可获赠精美礼
品一份；其中刮中“龙”标志,可
获赠电动车一辆；刮中“虎”标
志，可获赠多功能电火锅一台或
高档电饼铛一台（高档电饼铛数
量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开始近一周时间内，我
省各地区体彩网点都纷纷传来
喜报，不断有彩民收获电动车、
电火锅等礼品。另外，新乡分中
心为了配合此次新票上市还自
行开展了刮“卧虎藏龙”送高档
水杯活动。

目前活动仍在进行，彩民朋
友们不妨去试一试手气，说不定
就能收获属于你的幸运！

体彩顶呱刮
“卧虎藏龙”活动正进行

3月12日至13日，洛阳市
募捐办组织召开了全市福彩“快
3”1500万元大派奖培训会，全
市福彩快3投注站参加了会议。

会上，通过讲授、讨论、模
拟、游戏、点评的方式，针对二同
号单选、三不同号、三同号单选、
等玩法，以及“快3”特点等方面
为参会人员进行了讲解。

据了解，此次我省福彩“快
3”1500万元大派奖活动，从3

月20日开始，派奖主要针对部
分玩法，其中二同号单选，奖金
由80元提升至110元；三不同
号，奖金由40元提升至55元；
三同号单选，奖金由240元提升
至290元；三同号复选，奖金由
40元提升至55元。

活动共5天时间，若提前派
完，活动提前结束；如果5天内
1500万元没有派完，则继续进
行，直到派完为止。 豫福

洛阳福彩
举行“快3”派奖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