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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1731394元，12082216.89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4 1 7 9 0 1 1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15注
121注

1897注
24527注

299730注

单注金额
5000000元

19815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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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4695元
957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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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421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629731元。

红色球

06
蓝色球

08 09 15 17 30 32

第201710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9注
202注

1398注
68532注

1293285注
9649004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3注

50注
2954注

56808注
406698注

每注金额
32258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48期中奖号码
3 10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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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724元，中奖
总金额为202814元。

中奖注数
2注

421注
6468注

384注
285注

2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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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426元。

中奖注数
666注

0注
1761注

中奖号码：856
“排列3”、“排列5”第17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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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8注
0注

7196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2注

849

84977
排列3投注总额13618432元；排列

5投注总额9286428元。

七星彩第17108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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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选5第17249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 2∶3，重点号关注 06、14、19，
可杀号0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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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09、10、
12、14、15、16、18、19。

排列3第17249期预测

百位：2、4、7。十位：1、3、6。
个位：0、5、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周三晚上亚冠八强赛次回合继续上演，浦和红钻上周在日职联与
柏太阳神展开了一场激战，最终以1比2告负，目前正处于连续3场比赛
不胜之中。而在亚冠赛场上，浦和红钻也基本被判死刑，首回合与川崎
前锋交手便落得1比3的结局，次回合球队反杀难度极大。川崎前锋近
况正佳，继上周击败横滨水手后，球队各项赛事已经连续9场不败，尤其
是锋线的发挥相当出色，近10场比赛川崎前锋一共打进了25球，锋线
火力十分凶猛，此番对阵近况不佳的浦和红钻，川崎前锋必定火力全开
击败对手。

重点点评

自选守号，荥阳彩民收获大奖
复式“10+1”投注，揽双色球奖金518万元
□记者 张琛星 文图

在投注实战中，不少彩民都
有这样的体会：大奖虽然不易击
中，但经常可以命中大乐透前区
的2至3个号码或后区的1个号
码。在此情况下，不妨尝试进行
胆拖投注。

实际投注中，“胆拖投注分
解法”较为常用，胆码选择可参
考以下三种方法：一、“热区落
胆”，这指在最近几期出号较多
的热号区选择胆码。比如，最近
五期内，在中区12至 22出号比
较密集，那么就要在该区域选取

3个胆码。
二、“边缘捡胆”，指在边缘码

“05、10、15、20、25、30”及“01、
06、11、16、21、26、31”等共13个
号码中选出胆码。从历史开奖号
码来看，几乎每一期都会在具备
这种特性的号码中开出2至3个
奖号。

三、“隔期追胆”，是指在选择
胆码时要仔细分析上一期的开奖
号码，考虑每个号码的冷热、奇偶
等情况，从而选出心仪的码。

河体

本报讯 9月7日晚，福彩
双色球第2017105期头奖井
喷29注，单注奖金509万元，
其中，河南彩民收获 2注头
奖，分别出自郑州荥阳市崔

庙镇41010828投注站，投注
方式复式；南阳内乡县王店
镇41630495投注站。

开奖后第一天，9月8日
上午，郑州荥阳大奖得主刘
先生现身省福彩中心领奖。
据介绍，刘先生购彩时间不
长，仅一年多，只购买双色
球。“第一次购彩是在朋友的
带领下来到投注站，完全不
懂任何玩法，看到朋友购买
了双色球复式‘10+1’，我也
就随便选了号码，跟着就买
了复式票。”刘先生说，付钱
时是420元，他还疑问2元一
注彩票，为啥这么贵？“在朋
友的解释下，我才明白这叫
复式投注，号码范围广。”

由于忙碌，随后刘先生
就一直守这张双色球“10+1”
复式票，第三次时，还中了

200元，一下子增加了购彩信
心。“有的时候也换一下蓝球
号码，久而久之也成为了一
种习惯，漏掉一期，就感觉少
点什么。”

购彩当天，刘先生如往
常一样守号投注，也没关注
开奖。9月8日一早醒来，他
习惯性地查看开奖号码，首
先命中了蓝球，然后对照红
球，一个、两个、三个……居
然全部命中，由于复式投注，
共收获奖金518万元。

经过简单准备后，刘先
生第一时间赶来领奖，现场，
为了回报社会，他为福彩慈
善基金捐出了爱心款 2 万
元。对于奖金，他表示会先
改善生活，其他的以后再做
打算。“只要坚持购彩，理性
投注，好运总会降临。”

中奖彩票

9月 11日下午，驻马店
彩民杨先生来到省体彩中心
兑奖室，他所持的大乐透第
17104期追加票，出自驻马店
驿城区4117020106101体彩
网点，投注金额18元，命中奖
金34万余元。

杨先生是名副其实的老
彩民，买了十几年的彩票。据
了解，此次号码是杨先生自选
的，选号没有依据，就是跟随
自己的灵感，在追加投注后又

倍投了6倍。之前，杨先生只
中过5元的小奖，对于这次命
中二等奖非常激动。“就错一
个号，很遗憾，要不然就是好
几千万元奖金啊！”杨先生表
示，与头奖比起来，虽然二等
奖奖金微不足道，但是毕竟离
大奖更近了一步，同时也没有
什么心理负担。

问及奖金规划时，杨先生
表示，暂时还没有想好，但会
继续买大乐透，理性投注，希

望在支持体彩公益事业的同
时，能收获大奖。

目前，体彩大乐透奖池高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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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醒彩民朋友的
是，彩市有风险，购彩需量力
而行！

一号之差错失千万

驻马店彩民中大乐透34万元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王鸣

9月6日晚上9点多，在
郑州中福在线德化厅，彩民陈
先生成功摘得累积奖 25万
元。

据了解，陈先生是中福在
线的忠实彩民，虽然不是本地
人，却去过郑州多个销售厅，
对郑州中福在线相当熟悉。

当晚，陈先生处理完工作
上的事，轻车熟路来到了德化
厅。晚上9点多，临近销售厅
停止营业时间，原本是 5注

100点投注的他，到第3关后
余额也不多了，就调至 5注
20点，心想打完就回去休息
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第3
关最后一拍，画面中红宝石不
断下落，整整24个红宝石！
随后画面提示，命中了25万
元奖金。

“中奖了！”陈先生平淡地
说,在场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彩
民开始都不相信，以为他在开
玩笑：“哪里有中奖这么低调

的。”但当看到投注机上的中
奖画面时，纷纷向陈先生表示
祝贺。

随后，中了大奖的陈先生
非常淡定，退出游戏后拿着投
注卡缓步离开了销售厅。“今
天太晚了，你们马上也要下班
啦，我明天再来兑奖！这次能
够中大奖，真是太感谢福彩
了！我要拿出部分奖金进行
慈善捐助，把我的好运传递给
更多人！” 豫福

中福在线再送好运

郑州德化厅中出25万大奖

胆拖投注分解法
助您揽入大乐透好运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13（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13（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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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 VS 塞维利亚

011热刺 VS 多特蒙德

003浦和红钻 VS 川崎前锋

推荐

胜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427元

267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