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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7192期预测

比较看好1、2、8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278——
034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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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047、057、116、118、126、136、

138、145、146、166、167、236、238、
239、245、247、249、256、338、347、
348、358、367。

双色球第1708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3、07、08、
09、12、14、20、22、23、25、26、30、
31。

蓝色球试荐：03、04、07、08、
12。

夏加其

七星彩第1708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4、8，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2∶5，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0、1，二位
1、8，三位 0、4，四位 4、7，五位 1、
4，六位3、6，七位0、8。

排列3第17192期预测

百位：0、2、6。十位：1、3、8。
个位：3、4、7。

22选5第1719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0、13，可
杀号0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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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5 07 09 10
12 13 14 17 19 20。

大乐透第17083期预测

推荐“9+3”：03、07、09、14、21、
25、26、32、34 +04 07 10。

每注金额
1768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191期中奖号码
3 7 9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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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662元，中奖
总金额为161184元。

中奖注数
4注

267注
5368注

187注
156注

15注

1160511元
23275元

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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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708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11注

249注
703注

7470注
13712注
88051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7注

29注
224注
403注

2616注

01 10 11 19 20 22 23 26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1注

42注
23注

437注
160注

25408注
9488注

477914注
179078注

4760179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6000000元
193952元
116371元

7896元
4737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082期
中奖号码：05 13 20 21 25 08 09

本期投注总额为 195165466 元,3905756158.9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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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62元。

中奖注数
628注

0注
806注

中奖号码：5 6 7

“排列3”、“排列5”第17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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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0注
0注

7214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8注

978
97872

排列3投注总额1401324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113164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7/18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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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AC米兰 VS 多特蒙德

004莫斯科迪纳摩 VS 莫斯科斯巴达

推荐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361元

2017年国际冠军杯中国赛区第一场比赛，AC米兰将在广州大学
城体育场对阵多特蒙德。今夏豪气冲天的AC米兰引援人数已达10
人，来华之前的首场季前热身赛中，球队4∶0大胜瑞士球队卢加诺，新
援穆萨基奥、博里尼等人都进入了首发阵容。

多特蒙德夏季没有特别大的动作，但在年轻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球队在上周六的亚洲行首战中3∶2击败了日本球队浦和红钻。整体来
看，AC米兰由于球队人员调整幅度太大，现阶段恐怕很难与对手成熟
的快速进攻体系相提并论。

重点点评

53注追加投注，一号之差错失4亿大奖

濮阳彩民领大乐透618万元

本报讯 7月11日至7月15
日期间，本报“竞彩赛事推荐”共
推荐了11场比赛，其中有5场顺
利命中。

整体分析来看，周中赛事以
金杯赛为主，大冷小冷常现，要想
赢单不是非常容易。其中，本报
所推荐的3场金杯赛中，赛前被一
致看好的墨西哥，在面对实力较
弱的牙买加时，并没有表现出卫
冕的应有水平，反倒是牙买加的
后防球员表现可圈可点，以至于
墨西哥全程围攻无果，最终以0∶0
收场；而在周六本报推荐的另一

场巴甲的比赛中，班霸科林蒂安
在面对实力较弱的巴拉纳竞技
时，善于防守的主队两次被巴拉
纳竞技撕开裂口，最终以2∶2结
束比赛。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上周推
荐的“单固”赛事继续飘红，其中
长崎航海VS松本山雅的比赛命
中比赛结果，彩民投注100元即
中得304元奖金。

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今
天，本报“竞彩赛事推荐”继续为
广大彩民奉上精挑细选的比赛，
还等什么，快来参考投注吧！

7月 12日晚，大乐透第
17080期开奖，全国中出4注
989万多元头奖。当期，河南
濮阳一彩民中出53注追加二
等奖，总奖金达到 618 万多
元。该彩民也因为一个后区
号码之差，与超过4亿元巨奖
擦肩而过。

昨天上午，中得这53注
二等奖的王先生现身省体彩
中心，领取大奖。据介绍，王
先生买彩票十来年了，大乐透
是他经常购买的一种玩法。7
月12日当天，王先生来到濮
阳市华龙区卫河路曲盘路交

叉口附近的 4109020082 体
彩网点，看了看走势之后，他
选好2注号码，以3倍追加投
注的方式让销售员打了出
来。拿到彩票的王先生突然
对第1注号码有了感觉，于是
又让销售员连着打了50倍，
并进行追加，分3张出票。“当
时没想买那么多，就是感觉不
错，尤其是第一注号码的后区

‘02、09’，想着后区如果能
中，保个本也行。”

王先生直言，这次中奖既
是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
当天晚上大乐透开奖后，王先

生惊讶地发现当期开奖号码
跟自己所选号码仅差一个号
码，险些全部命中。对于后区
一号之差错失4亿元巨奖这
件事，他表现出些许遗憾，“第
一次与一等奖这么接近，不过
这次收获也算不错了”。

据了解，王先生自己是做
生意的，这几年不景气亏了
本，他表示，这次中奖所得大
部分要用于偿还债务，所以并
没有太大的惊喜。在此，提醒
广大彩民朋友，购彩需量力而
行，把购彩当成生活中的一种
乐趣，理性投注。

□记者 杨惠明

本报“竞彩赛事推荐”
上周命中5场
□记者 吴佩锷

7月12日一大早，小李在
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来到省
体彩中心，领取了顶呱刮100
万元大奖，这一大奖出自顶呱
刮“好彩头”玩法，票面金额
30元。

今年才21岁的小李，是
名副其实的95后，交谈中不
时表现出激动的心情。据了
解，小李跟父母在郑州经营着
一家小饭店，生意还不错，日
子也过得相当惬意。因为朋
友经常买彩票，小李耳濡目染
地对体育彩票也有了兴趣，尤
其喜欢顶呱刮这种即开型彩
票，偶尔会跟着朋友一起去彩
票店试试手气，时不时中个小
奖就特别开心。

提到这次中奖，小李说
道：“昨天我跟朋友一起去彩
票店，朋友刮了几张什么也没
中，我也买了几张老板推荐的
新票‘7’，中了一个100元和
一个300元。”本来想着到此
为止的小李又看到“好彩头”
的票，“以前没有刮过这种票，
名字挺不错的，又买了两张这
种票”。第一张没中，因为没
想到会中奖，第二张刮完之后
也没有仔细看，一旁的朋友拿
过小李的顶呱刮一看，“中了
100万呀！”小李拿过票仔细
一看，也激动不已。

这么大的一个奖，顿时引
起了彩票店里其他彩民的围
观，大家惊叹的同时也为小李

的好运气感到高兴，小李也高
兴地请彩票店里面的所有人
喝饮料。

回家后，小李把他中奖的
事情告诉了父母，刚从午睡中
醒过来的父母，还有点迷糊，
总以为儿子在给他们开玩笑，
经过小李一番解释，终于相信
了中奖的事实。

兑奖过程中，小李时不时
询问体彩工作人员什么时候
能办完兑奖手续，“家里饭店
还得开门，爸妈等着我回去干
活呢。”最后问到奖金的规划，
小李表示，父亲让他自己支配
这笔钱，但是他想投入到家里
的饭馆里，挣更多的钱为以后
结婚做准备。

顶呱刮送好运

郑州小伙喜摘“好彩头”100万元
□记者 杨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