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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点评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7234期预测

比较看好3、4、9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349——
01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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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36、
238、239、245、246、247、248、249、

256、259、267、268、305、307、314、
316、318、346、347、348、349、356、
358、367、405、407、415、416、418、
457、605、607。

双色球第1710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5、08、09、
11、13、18、19、20、23、28、39、32。

蓝色球试荐：08、09、11、10、
12。

七星彩第17101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6、9，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4∶3，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4、9，二位
1、6，三位 3、8，四位 2、6，五位 5、
9，六位6、8，七位2、6。

排列3第17234期预测

百位：0、5、8。十位：1、5、6。
个位：2、6、9。

22选5第1723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13、21，可
杀号0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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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7 08 10 12
13 15 16 18 19 21。

大乐透第17101期预测

推荐“9+3”：02、12、16、20、23、
26、29、32、35 +04 09 12。 夏加其

每注金额
6499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33期中奖号码
2 7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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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972元，中奖
总金额为279233元。

中奖注数
2注

459注
7457注

274注
366注

18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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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028元。

中奖注数
912注

0注
1278注

中奖号码：9 5 2
“排列3”、“排列5”第17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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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4注
0注

700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6注

187
18744

排列3投注总额14171882元；排列
5投注总额9557396元。

0元
51849元

2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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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4注

182注
546注

6249注
10979注
74591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8注
9注

162注
319注

2206注

05 08 12 21 23 27 3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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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0注

71注
23注

752注
274注

31587注
11810注

583176注
207520注

5396155注

单注金额
0元
0元

119712元
71827元

4307元
2584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100期
中奖号码：02 05 18 19 31 01 09

本期投注总额为 199482458 元,4228046475.4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B组倒数第2轮，暂居第2位的沙特
（16分）客场挑战第4位的阿联酋（10分）。阿联酋前8轮3胜1平4负，
落后沙特、澳大利亚6分。沙特前8轮5胜1平2负，以1粒净胜球的微
弱优势领先同分的澳大利亚，落后小组头名日本1分。两队最近9次交
手，沙特8胜1平保持不败，客场面对阿联酋的绝地一搏，若能稳下心来
防守反击，有望力保不败。

近日，顶呱刮“八喜”、
“中国结”、“和气生财”三款
新票上市后受到彩民欢迎，
其中最受好评的是10元面值
的“和气生财”，超多的 200
元奖级让广大彩民朋友津津
乐道：“这款票既好看又好中
奖啊！”

八喜临门，事事顺心。“八
喜”是文化类主题即开票，主
题名称借鉴中国传统典故“人
生四喜”，并根据当前时代风
貌进行了拓展，具备较深的文
化内涵，票面色彩靓丽、活
泼。刮开区覆盖符号巧妙地
与“八喜”中的语句相结合，精

致有趣、内涵丰富。“八喜”共
有八款票面，单票面值2元，
集齐一套不过16元。

“八喜”前四款分别印有
古代诗人《四喜诗》中的一
句: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
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
时。后四款是对《四喜诗》的
延伸:事业节节高，财源滚滚
来;国强百姓乐，家和万事
兴。从而展现出当今盛世的
美好，凑成八喜。

“八喜”单票有5次中奖
机会，头奖3万元。该游戏玩
法为找奖金符号。具体游戏
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出

现金额标志，即中得该金额。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面值 5 元的新票“中国
结”，如意结象征着“万事称
心，吉祥如意”，游戏玩法简单
有趣味，共15次中奖机会，最
高奖金可中10万元。

面值10元的新票“和气
生财”更是来头不小，它是体
彩首款采用成语的形式组成
票面内容，尽显中国味道，有
趣、文雅，在解密的过程中体
验快乐中奖，岂不乐哉。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票 200
元奖级超多，最高奖金可中
30万元。 河体

近日，传统足彩14场胜
负游戏第17107期全国开出
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为500
万元；二等奖开出 90注，每
注奖金为3.43万元。山东枣
庄彩民刘先生凭借一张复式
票，拿下1注一等奖和14注
二等奖，奖金达到 548万多
元。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
竟然是刘先生连续第三期中
得足彩大奖。

据了解，年近四十的刘先
生曾经也是位球迷，尤其喜爱
法甲联赛。随着年龄的增加，
刘先生将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转移到足彩游戏的竞猜上来，

“足彩简直就是给我们这些喜
欢足球的人量身打造的，我第
一次接触就深深迷上了。”

说起这次连续中奖的经

历，刘先生表示，他在8月 3
日的任选9场投注中赢得了
半年以来的最大收获，在第
17106期投注中，他一口气打
出两张大复式彩票，两张完全
相同的投注单使他赢取了两
注任选 9 场的头奖，共计
838070元。

第二天开奖后，刘先生发
现自己所选全中，这使他自信
心暴涨，决定乘胜追击扩大胜
果。经过慎重考虑后，他认为
第17107期的14场胜平负游
戏更有竞猜的价值，于是准备
全力出击。在逐一研究完每
场比赛后，刘先生感觉以稳胆
投注的难度非常大，当然这带
来的奖金也会更高，遂以多选
为策略选定大复式，誓要夺取
头奖。果然如他所料，这张

13824 元的投注单赢得了 1
注一等奖和14注二等奖，奖
金达到惊人的5481306元。

也许是巨奖的刺激，刘先
生在揽此大奖后，准备延续这
无与伦比的好运再下一城，于
是他提高购彩金额，以15552
元的大单出击14场胜平负第
17108期，当期刘先生同样斩
获头奖，但奖金成色略逊，单
票收获一等奖1注，二等奖15
注，共247432元。

连续三场选用大复式，
连续三次收获巨奖，三期累
计让他获得奖金 656 万元。
刘先生说，这是自己人生最
为辉煌的一刻，他将带着对
足彩的热爱再次启程，续写
新的荣耀篇章。

河体

足球迷连续三期中足彩大奖
累计收获奖金656万元，好运爆棚

本报讯 8月22日至8月26
日，本报“竞彩赛事推荐”再次连
续出现红单。上周，本报一共推
荐了14场比赛，其中有10场顺利
命中，命中率达71%。值得一提
的是，上周单固场次开售较多，本
报共推荐了4场，结果全部命中。

上周二，竞彩足球开售比赛
37场，本报竞彩专家从赔率以及
关注度等方面考虑后，优选出两
场比赛——阿斯塔纳VS凯尔特
人（负）、尼斯VS那不勒斯（负），
以“二串一”的投注形式推荐给彩
民，结果第一场比赛凯尔特人输
给对手，第二场顺利命中。另外，
当天推荐的单场比赛上海上港
VS广州恒大（胜）则顺利命中。

紧接着的第二天，本报推荐
的“二串一”玩法——利物浦VS
霍芬海姆（胜）、布加勒斯特星VS
里斯本竞技（负）以及胜平负游戏
单固玩法——川崎前锋VS浦和
红钻（胜），两个方案均成功命中。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本报共
推荐8场比赛，命中5场。其中，
上周六推荐的“二串一”玩法——
伯恩茅斯VS曼彻斯特城（负）、罗
马VS国际米兰（负），胜平负游戏
单固玩法——大阪樱花VS鹿岛
鹿角（负），均如愿红单。

本周，大河报彩票版将继续
为彩民朋友奉上竞彩推荐大单，
在欣赏比赛的同时，感受竞彩带
来的无限魅力。

顶呱刮新票接连上市
“和气生财”大受欢迎

本报竞彩推荐
上周命中率达71%
□记者 吴佩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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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利绿茵 VS 西悉尼漫步者

003阿联酋 VS 沙特

推荐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2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