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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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0308元
59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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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135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0513379元。

红色球

12
蓝色球

07 08 09 15 22 27

第201709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9注
238注

2259注
103680注

1691934注
9999861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注
9注

115注
5039注

82065注
502889注

每注金额
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15期中奖号码
1 4 12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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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260元，中奖
总金额为62993元。

中奖注数
0注

155注
3453注
138注
131注
10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15期

单注金额
1400元

460元
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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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136元。

中奖注数
942注

0注
1301注

中奖号码：369

“排列3”、“排列5”第17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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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2注
3293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4注

212

21295
排列3投注总额1335273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168890元。

福彩3D第17216期预测
比较看好0、2、6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0256——134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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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017、007、025、026、056、057、

066、177、178、166、167、168、
226、255、256、227、228、236、
248、249、257、457、258、447、
448。

双色球第1709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6、07、

09、12、14、18、20、22、24、25、31。
蓝色球试荐：03、05、07、13、

14。 徐新格

22选5第1721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5、08、
18，可杀号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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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05、06、08、09、10、12、15、16、18、
19。

排列3第17216期预测
百位：0、3、7。十位：2、4、

9。个位：1、4、8。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11（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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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尼斯 VS 特鲁瓦

023阿森纳 VS 莱切斯特城

010长崎航海 VS 湘南海洋

推荐

胜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194元

310元

周五竞彩赛事推荐

尼斯主场不败，阿森纳优势明显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本周五，竞
彩共开售31场比赛，日乙、
法乙赛事占据半壁江山。其
中，日乙领头羊湘南海洋客
场征战长崎航海的比赛值得
关注，该场比赛还开售了“单
固”玩法。除此之外，从本周
开始，2017~2018 赛季的
英超联赛正式拉开序幕，首
战将在阿森纳与莱切斯特城
之间打响。

2017~2018赛季英超联赛
揭幕战，阿森纳将坐镇酋长球
场迎战莱切斯特城。

阿森纳上周末社区盾杯常
规时间1∶1、点球大战5∶2击败
联赛卫冕冠军切尔西夺冠，前
锋拉卡泽特、后卫科拉希纳茨
两名仅有的夏季新援都首发出
场，拉卡泽特还打进了扳平比
分的一球，中卫科斯切尔尼本

场停赛，老将默特萨克目前有
伤，不确定能否赶上揭幕战，另
一名中卫加布里埃尔因伤倦
勤，温格强留的桑切斯和厄齐
尔都没在社区盾杯比赛中出
场，他表示球队如果买人的话
需要先清理冗员。

莱切斯特城今夏引进了赫
尔城后卫马奎尔、门将雅库波
维奇和塞维利亚中场伊波拉、

曼城前锋伊希纳乔等球员，替
补门将齐勒转投斯图加特，中
场核心马赫雷斯和德林科沃特
被豪门觊觎，随时可能转会，本
场可能不出场，新援伊希纳乔
在热身赛中受伤，联赛首秀时
间待定，中卫胡特也在养伤。

联赛揭幕战，枪手坐镇主
场，实力和状态都占优，显然更
值得看好。

坐镇主场，阿森纳欲夺联赛首胜

法甲第2轮，上赛季黑马
尼斯主场迎战升班马特鲁瓦。

尼斯在本赛季法甲首轮比
赛中客场0∶1不敌圣埃蒂安遭
遇开门黑，比赛中球队占据了
控球优势，但攻击端发挥不佳，
中场老将斯内德（自由转会）和
摩纳哥中场圣马克西姆（1000
万欧元）周中正式加盟，替补中

场奥巴迪解约离队，上轮因伤
倦勤的前锋巴洛特利本轮仍出
战成疑，中场核心塞里解禁复
出，据传手握重金的巴萨有意
在转会截止日前触动塞里的违
约金条款。

特鲁瓦上轮主场1∶1战平
雷恩，前锋格兰希尔收获个人
法甲处子球，球队在比赛场面

上处于劣势，马赛替补中场卡
维近日以租借身份加盟。

尼斯首轮失利有一周双赛
的缘故，经过一周休整，体能应
该得到恢复，虽然下周中欧冠
附加赛还要客场挑战那不勒
斯，但是面对实力平庸的升班
马，球队主场赢球的把握还是
很大。

中奖后他彻夜难眠

漯河彩民
领双色球578万元大奖

7月27日晚，中国福利彩
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17087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
为03、06、13、14、19、28，蓝球
号码为06。当期双色球头奖

13注，单注奖金为578万元。
这13注一等奖分落9地，其中
我省彩民收获两注。

8月1日，中奖者刘先生来
到漯河市福彩发行中心，领取
了578万元的奖金。据了解，
刘先生是一位老彩民，十多年
来一直坚持买彩票。

刘先生第一次接触双色
球是2004年，最初的时候，刘
先生是想起来了才买，他不喜
欢研究走势图，大多是机选号
码。后来连续中了几次小奖，
刘先生感到很开心很满足，所
以一直坚持着。但他并不沉
迷其中，完全当成了一个小游
戏，丰富日常生活，让每天多
一份期待，还能为福彩公益事
业做贡献，因此家里人也很支

持，经常同他一起看开奖号
码，同他见证每一个惊喜瞬
间。

据刘先生介绍，当他得知
自己中奖的消息后与妻子反反
复复对了好几遍号码，甚至当
天晚上彻夜难眠，次日看到投
注站挂的中奖横幅后，才真的
确信中了奖。

当记者问到对这笔巨款有
何打算时，刘先生说：“还真没
有想过，一直觉得不敢相信，心
情还是特别激动，始终不能平
静下来。我打算先存起来，等
缓一段时间后再做打算。”刘先
生感悟，多年的坚持有了回报，
福彩给他带来了好运，以后会
继续购买福利彩票，一如既往
地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豫福

实力更强，尼斯主场力保不败

2017~2018赛季荷甲联赛
揭幕战，上赛季排名第11位的
海牙主场迎战欧战区球队乌德
勒支。

海牙新赛季的夺冠指数排
在第12位，转会市场上，球队
到目前为止引进了6名球员，
并有3名上赛季租借在外的球
员回归，离队的15名球员中包
括近两个赛季的队内头号射手

哈费纳尔、门将舍特库斯以及
后卫卡农、戴恩·马隆等多名主
力。

乌德勒支新赛季夺冠指数
排在第6位，球队在转会市场
上引进11人、离队10人，阵容
变动不小，但牌面实力没有明
显变化，他们仍有望跻身积分
榜前列，但与传统三大豪门之
间还有层级上的差距。

海牙在 7 场季前热身赛
中取得全胜，状态不错，而且
上赛季就是以 3 连胜开局。
乌德勒支从欧联杯的状态来
看只能算勉强及格，上赛季开
局连续6轮不胜，而且目前还
分心欧联杯最后一轮资格赛，
下周中将在主场迎战俄超豪
门泽尼特，本场略倾向于看好
主队。

状态正佳，海牙揭幕战或稳胜

河南体彩上周（2017年7
月31日~2017年8月6日）中
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3
个，其中：1万元~5万元：2个；

5万元~10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7（面值20

元）。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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