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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30场，竞彩足球“单固”早知道

欧洲两大杯半决赛来袭
专家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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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7110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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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头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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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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778元，中奖
总金额为190565元。

中奖注数
2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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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6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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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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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631682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78702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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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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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468元。

中奖注数
431注
389注

0注

中奖号码：266
“排列3”、“排列5”第17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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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0注
0注

14231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8注

815

81560
排列3投注总额14135902元；排列

5投注总额9143258元。

今年，截至4月26日，南阳
彩民已收获中福在线累积奖7
个，其中25万大奖6个，可谓好
运不断。

据统计，南阳彩民收获的7
个大奖分别出自南阳中福在线
中州路销售厅（1个），西峡县时
代广场销售厅（1个），南阳市人
民路销售厅（2个），新野县朝阳
路销售厅（1个），南阳市明山路
销售厅（2个）。

从中奖区域看，南阳全市目
前运营的 10个中福在线销售

厅，基本达到每个销售厅都有大
奖中出；尤其是人民路销售厅和
明山路销售厅，均双喜临门，连
续中出大奖。

今年以来，南阳在线狠抓管
路，狠抓服务，从细节入手，量化
目标，提升销售。其中3月份一
举销售 1560 万元，环比增长
23%。同时，南阳中福在线将再
借助即将开始的600万派送活
动，在努力提升销量的同时，争
取让彩民收获更多的实惠和惊
喜。 豫福

□记者 吴佩锷

北京时间4月28日至5月
4日，竞彩足球胜平负单场固
定奖场次仍然保持30场的规
模。新一周期的竞彩单固赛事
将以周末的国际联赛和下周中
的欧洲两大杯为主，焦点场次
除了欧冠、欧罗巴的半决赛之
外，意甲的罗马德比、英超的北
伦敦德比等赛事的精彩程度也
毫不逊色。

焦点赛事方面，周末联赛
坐拥8分领先优势的意甲和德
甲尤文图斯、拜仁慕尼黑均客

场挑战亚特兰大和沃尔夫斯
堡。尤文图斯上轮主场4∶0横
扫热那亚，近10轮8胜2平，以
8分优势领跑，近4个联赛客场
2胜2平，双线作战稍有起伏。
不过，对于尤文图斯来说，夺冠
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应该会为
下周欧冠半决赛留力，亚特兰
大有机会终结尴尬连败纪录。
在联赛还剩四到五轮的背景
下，对于尤文图斯和拜仁慕尼
黑来说，只要他们再进一步就
几乎无限接近卫冕。

除此之外，意甲的罗马德
比和英超的北伦敦德比都将于
北京时间本周日开战。罗马和
热刺要想保持对榜首的压力，
需要攻克的均是顽强的同城死
敌的艰难险阻。

本周期的竞彩“单固”赛
程，数场精彩绝伦的焦点战将
接连上演，而且绝大多数比赛
都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进行。彩
民朋友们在欢度假期的同时千
万不要错过投注比赛，享受竞
彩带来的无限乐趣。

南阳中福在线
已送出7个大奖

4月24日，郑州中福在线
德化街销售厅再次传来喜讯，
一声“终于中奖啦”的呼声引来
彩民和工作人员争相观看，投
注机第三关的游戏界面上齐齐
掉落24颗红宝石，一彩民揽入
大奖。

据了解，中奖的彩民周先
生是中福在线的老玩家了，
2007年开始接触中福在线，将
近10年的时间里，虽然小奖不
断，但一次25万元大奖都没中
过。“我从其他销售厅‘转战’德

化厅的第一天，就中了个2万
元的小奖，没一个月，又中了我
人生中第一个25万，我跟德化
厅缘分不浅啊！”兑奖时，周先
生开心地说。

谈及为何要“转战”德化街
销售厅时，周先生表示，德化街
销售厅不仅是全省最大环境最
好的销售厅，而且工作人员的
服务态度在众多销售厅中也是
数一数二。“来这里投注心情愉
悦、身心放松，何乐而不为呢？”
周先生表示，他会拿出部分奖

金进行慈善捐助，秉承自己投
注的宗旨，为公益事业尽一份
绵力。

据悉，随着五一的到来，郑
州中福在线德化街销售厅也将
迎来开业一周年纪念日。自
2016年正式开业以来，德化街
销售厅累计中出了5个25万元
大奖、4个5万元大奖，并在最
近一段时间中，保持着一月中
出一个25万元大奖的良好势
头，为我省社会福利事业的发
展做出了贡献。 豫福

郑州老彩民揽中福在线大奖
奖金25万元，将拿出一部分进行慈善捐助

4月 26日，大乐透进行“5
亿 大 派 奖 ”第 4 期 开 奖 ，第
17047期全国井喷17注头奖。
其中，16 注为 989 万余元(含
60.15万元派奖奖金)追加投注
头奖，分落山东(10注)、贵州(2
注)、广东(2注)、浙江和福建；1
注为618万元(含 37.59万元派
奖奖金)，出自陕西。

数据显示，山东中出的10
注989万余元头奖全部出自临
沂，中奖彩票为一张10倍投、30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倍投票，单票

累计擒奖9899万元，在派奖的
助力下收获颇丰。记者查询有
关数据发现，由于采用了追加投
注，16个头奖每注要多拿奖金
348 万元，且多得派奖奖金
22.55万元。

当期计奖结束后，大乐透奖
池维持在 36.64 亿元的高水
位。明天，将是大乐透第17048
期（派奖第五期）开奖，届时，“5
亿大派奖”将继续为头奖注入
1000万元派奖奖金，固定奖派
奖奖金2.33亿元。

4月春意正盛，好运不断来
临。在河南体彩“顶呱刮”三款
新票“彩蛋、好运123、芝麻开
门”上市仅一周之际，迅速传来
捷报，新郑一彩民喜中“芝麻开
门”大奖40万元！（如左图）

据了解，中奖者是30多岁
的老彩民王先生，他平时就爱
玩体彩“顶呱刮”。4月25日下
午，他一如往常地来到了新郑
市02063网点，了解到有新票
上市了，是10元面值“芝麻开
门”。王先生一下就被这款票
的票面设计和主题给吸引了，
于是让业主给拿了20张，“唰
唰唰”地刮了起来。

“还没刮完我就高兴地吆
喝起来，我中了，中了 4000
元！中奖率真高啊！哈哈！”王

先生说道，然后让网点业主帮
着核实一下，业主一看立马激
动起来，说：“你这是40万啊！
恭喜恭喜，真幸运！”“当时我还
是不信，后经业主扫描设备验
票后提示，我才相信！”王先生
说到此处，难掩喜悦之情。

据悉，河南体彩“顶呱刮”4
月份共上市了3款新票，包括：

“芝麻开门”（面值10元），最高
奖金40万元；“好运123”（面值
5元），最高奖金15万元；“彩
蛋”（面值2元），最高奖金3万
元。三款新票闪亮登场,有趣
的玩法，十足的奖金，在大美四
月天里等你来尝鲜！还在等什
么？赶快去体彩销售网点一试
手气，尽情享受别样的精彩
吧！ 河体

体彩顶呱刮送好运

新郑彩民收获“芝麻开门”40万元

大乐透5亿元派奖正进行

山东彩民
狂揽9899万元巨奖
□记者 吴佩锷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注“大河好彩”
从此好运连连

徐新格

福彩3D第2017111期预测

比较看好0、1、5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0156—234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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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027、
036、045、047、057、125、127、134、

136、138、145、147、156、158、168、
225、245、256、258、335、355、357、
456、236、267、336。

双色球第201704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3、05、07、
08、13、14、15、17、19、23、24、29、
31、32。

蓝色球试荐：05、06、09、10、
12、13。

22选5第2017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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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可杀号1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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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04

06 07 09 10 11 13 15 18 21。

排列3第2017111期预测

百位：2、3、9。十位：0、5、
6。个位：1、4、8。

夏加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