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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7248期预测

比较看好1、6、9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式推
荐：1369—024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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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39、
145、148、149、156、157、158、169、
178、037、038、235、236、237、238、

239、336、346、349、356、357、358、
366、056、067、068。

双色球第17107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2、03、04、
05、10、17、18、20、22、24、26、29、
33。

蓝色球试荐：07、09、10、12、
16。

七星彩第17107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6、7，奇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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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3第17248期预测

百位：0、5、7。十位：2、5、6。
个位：4、8、9。

22选5第1724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1∶4，重点号关注04、12、18，可
杀号0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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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10、12、13、
14、16、18、19、20。

大乐透第17107期预测

推荐“9+3”：04、10、13、18、22、
23、26、30、33+05、07、12。 夏加其

每注金额
955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47期中奖号码
2 6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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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136元，中奖
总金额为314964元。

中奖注数
13注

745注
8803注
312注
379注
30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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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600元。

中奖注数
400注

0注
684注

中奖号码：3 7 0
“排列3”、“排列5”第17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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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4注
0注

1279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57注

9 4 5

9 4 5 3 2
排列3投注总额1247633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871168元。

1194799元
23740元
1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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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11注

310注
651注

7636注
11509注
81495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8注

24注
232注
401注

2412注

0 1 0 3 1 1 1 7 2 3 2 5 2 8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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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
1注

76注
27注

582注
175注

23372注
7917注

447102注
164348注

4285358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6000000元
130216元
78129元
6796元
4077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106期
中奖号码：0 9 1 2 1 8 2 3 2 9 0 2 0 4

本期投注总额为 201806989元,4239006390.5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重点点评

巴塞罗那上周末比赛主
场5∶0横扫西班牙人，新赛季
开局豪取3连胜，新帅巴尔韦
德广受赞誉。上周末，尤文图
斯联赛主场 3∶0 轻松击败切
沃，新赛季同样以 3 连胜开
局。上赛季欧冠1/4决赛，尤
文图斯主场 3∶0、客场 0∶0 淘
汰了巴塞罗那，两队目前状态
都不错，巴萨主场作战更值得
高看。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12（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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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曼彻斯特联 VS 巴塞尔

010巴塞罗那 VS 尤文图斯

001广州恒大VS上海上港

推荐

胜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175元

165元

足彩开启史上“最强派奖”
9月11日开始，连续14周，派奖金额3.12亿元

9月8日至9月28日，买体彩
“富贵有余”主题即开票，有机会
获取精美礼品“金鱼”“银鱼”。这
不，郑州彩民已拔得头筹，喜获首
个“金银大礼”。

体彩顶呱刮新票“富贵有余”
带着满满的吉祥与喜庆，单张面
值30元，共30次中奖机会，最高
奖金100万元。

活动期间，彩民在河南省内
任一体彩销售网点购买30元面
值“富贵有余”主题即开票，若单
张彩票刮出符合奖励条件的预埋
符号，并经兑奖设备完成扫描确

认且剪角处理后，即可获赠“金银
大礼”一份。

9月 8日下午，郑州上街区
4119060018体彩网点就中出了
第一个“金银大礼”：“金鱼”一
个。“新上市的‘富贵有余’很吸引
人，我一眼就喜欢上了，随手刮了
5张，不但中得了100元奖金，还
中了一条金鱼，真是没想到啊。”
中奖彩民李女士高兴地说。

活动截止时间是9月28日，
活动奖品发完为止，先到先得，

“金鱼”和“银鱼”等着您来拿，赶
快行动收获好运吧！

需要广大彩民注意的
是，若当期一等奖未中出，派
奖奖金将滚入下一“指定派
奖期”，与下一“指定派奖期”
的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如
果最后一期派奖奖金发生滚
存，则由国家体彩中心再指
定一期足彩胜负游戏派奖。
派奖活动直至3.12亿元派奖
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此外，每年11月、12月
欧洲都会发生雨雪天气导致

的比赛中断、延迟、取消等情
况，如果“指定派奖期”比赛
场次延迟或取消，则与一般
奖期采取同样处理办法，即：

一、如比赛在下期足球
彩票胜负游戏（14场、任选9
场）计奖时间前补赛，则该场
比赛的开奖结果以实际比赛
结果为准，并于确认后进行
相关开奖、计奖工作。

二、如比赛在下期足球
彩票胜负游戏（14场、任选9

场）计奖时间后补赛或取消
比赛，则认定在足球彩票胜
负游戏（14场、任选9场）当
期开奖中，该比赛场次任何
竞猜结果均为猜中，并于确
认补赛时间或确认取消比赛
信息后进行开奖计奖工作。

简单地说，无论比赛结
果最终如何确认，最迟都将
在下一奖期开奖时得到确切
结果，彩民朋友只需耐心等
待即可。 河体

核心提示 | 中国足球彩票史上最强的3.12亿元派奖活动于本周正式启动。9月16日
传统足彩第17134期14场胜平负游戏和任选9场胜平负游戏将成为此次派奖活动的
第一个“指定派奖期”，然后连续14个星期，足彩派奖活动将陪伴广大彩民朋友一直欢
乐到年底。

据了解，本次足彩派奖
有三大亮点：

一、派送奖金高，高达
3.12亿元，是足彩历史上派奖
奖金最高的一次，被称为足
彩史上“最强派奖”。

二、派送时间长，将持续
3个月，从2017年 9月11日
一直到12月17日，每周均有
派送，可谓“周周有派送惊喜
不间断”。

三、涉及范围广，胜负
彩、任选9场两种玩法均进行
派奖；涵盖了新赛季五大联
赛意甲、英超、德甲、法甲、西
甲等在内的多项重点赛事。

根据9月~12月的足彩
竞猜场次安排，各周末奖期
受注赛事均以欧洲五大联赛
为主。其中，9月份14场胜
平负游戏和任选9场游戏的

“指定派奖期”为第17134期、

17135 期、17139 期、17140
期、17144期、17145期（10月
1日停售）。也就是说，在未
来连续3个周末奖期，均有派
奖。

10月2日~8日、11月6
日~12日两周是国际比赛日，
周末五大联赛将暂停，预计
将指定当周中奖期派奖，受
注赛事为各大洲世界杯预选
赛及部分国家队友谊赛。

派奖来袭，三大亮点送去惊喜

详细规则，3.12亿元派完为止

顶呱刮“富贵有余”：

郑州彩民收获“金银大礼”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晓旭

9 月 11 日，体彩大乐透第
17106期开奖，全国中出3注千万
头奖，其中江苏一人以15元追加
单式票捧得1600万元封顶头奖。

数据显示，当期唯一追加头
奖落户江苏南京，中奖彩票是一
张15元5注追加单式票，其中1
注独中1600万元封顶巨奖。

另外2注基本头奖分落河南
郑州、浙江嘉兴，前者的中奖彩票
是一张120元的胆拖复式票，除
了1注一等奖外，还中出2注二等
奖、9注三等奖及多注固定奖，单

票总奖金达到1032万多元；后者
的中奖彩票是一张36元的“6+3”
复式票，除了1注一等奖外，还中
出2注二等奖、5注三等奖及多注
固定奖，总奖金达1029万多元。

开奖后，体彩大乐透奖池达
到42.39亿多元，再次刷新了中国
彩市最高奖池纪录。

9月 13日，大乐透第17107
期继续开奖，届时彩民2元单倍
投注最高可中1000万元，3元追
加最高可中1600万元。

河体

大乐透第17106期：

郑州彩民揽入1注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