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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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1359元
208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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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353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994333元。

红色球

01
蓝色球

07 12 14 15 17 20

第201710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6注
113注
957注

54375注
1048588注
7741340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4注

38注
2411注

45958注
420913注

每注金额
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50期中奖号码
1 3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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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760元，中奖
总金额为91632元。

中奖注数
0注

266注
4755注

129注
126注

2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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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030元。

中奖注数
207注

0注
875注

中奖号码：142

“排列3”、“排列5”第17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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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4注
0注

1912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66注

856

85608
排列3投注总额14330346元；排列

5投注总额9787722元。
徐新格

福彩3D第17251期预测

比较看好1、5、9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1579——023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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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136、138、145、146、148、156、
158、167、168、178、045、047、

245、246、247、248、249、346、
347、348、349、457、056、057、
256、259、356。

双色球第1710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5、06、
10、14、15、20、22、24、25、28、30、
31。

蓝色球试荐：01、03、09、10、
12。

22选5第17251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10、
17，可杀号 1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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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8、09、10、11、13、16、17、20、
22。

排列3第17251期预测
百位：4、5、9。十位：2、3、

8。个位：1、3、6。

夏加其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15（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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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洛里昂 VS 阿雅克肖

026汉诺威96 VS 汉堡

030伯恩茅斯 VS 布赖顿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90元

324元

洛里昂成为上一轮联赛的焦点，由于上一轮的第一第二名勒
阿弗尔和兰斯均未能取胜，洛里昂成为最后的赢家，以3∶2战胜时
运不济的朗斯，夺下头把交椅；阿雅克肖在上一轮主场不敌尼姆，
以1∶4大比分落败。这场失利让球队的排名下降了3位，目前位
列积分榜第七的位置。两队最近六次交锋中，洛里昂取得了2胜3
平1负，略占优势。最近六轮比赛中，洛里昂取得5胜1平，攻入14
球，失 6 球。而阿雅克肖则取得了 3 胜 1 平 2 负，攻入 9 球，失 8
球。从实力上看，洛里昂更强一些，此役有望保持连胜。

重点点评

潢川、柘城两所学校欢声笑语乐不停

体彩“快乐操场”走进信阳、商丘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又到一年开学季，2017年9月13日、14日，信阳市潢川县谈店乡万营北京希望小
学与商丘市柘城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收到了一批“特殊的礼物”：崭新的乒乓球台、篮球
架、双杠已经安装在操场上，篮球、足球、排球等也整齐地摆放着。原来，河南省体彩中心将
2017“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捐赠的体育器材送到了他们学校。

让体彩大爱惠及每个学子

“我们终于可以打乒乓球
了，我们有乒乓球台了!”9月13
日，河南省体彩中心的工作人
员来到潢川县谈店乡万营北京
希望小学，当孩子们看到体育
器材从车上卸下来，他们奔跑
着，欢呼着。该校多名学生告
诉记者：“因为缺乏体育器材，
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都是轮
流着打羽毛球、乒乓球，很感谢
叔叔阿姨们给我们送来那么多
器材。”

在捐赠仪式上，河南省体

彩中心党支部书记王海新介绍
了2017年我省“公益体彩快乐
操场”活动的基本情况。今年
活动共吸引来自全省18个地市
的417所学校报名，最终，有35
所小学成为今年的受捐赠对
象。据悉，截至今年，全省有
127所学校受到“公益体彩快乐
操场”的捐助。

而在现场，还有一位跟体
彩特别有缘的老师，她叫王露
苇，其本人曾于2013年受到“体
彩·新长城助学基金”的资助，

并将体彩的大爱传播到了这所
小学。“大学期间，我得到了体
育彩票的爱心资助。上学期
间，为了将公益体彩的爱传播
得更远，就选择到这个学校义
务支教。当得知体育彩票‘快
乐操场’项目后，我和学校一起
积极申请了该项目。感谢‘公
益体彩快乐操场’给予孩子们
一个阳光、快乐、健康的体育
课！我会带着感恩之心在以后
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发挥自己的
价值，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特殊儿童感受到别样温暖

9月 14日一大早，河南省
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
柘城县特殊教育学校，“你们的
礼物太好了，我们这里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残障儿童，对他们
来说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
重要！我们这里是寄宿学校，
有了这么丰富的器材，孩子们
的课余生活也能丰富起来了！”
该校杨志学老师激动地说。

在捐赠仪式上，河南省体
彩中心副主任韩宇介绍说：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是

一个公益项目，我省自2013年
起加入该项目，如今已是第五
个年头。除了赠送体育器材，
我们还开展了‘公益体彩快乐
体育课堂’的活动，来提高学生
锻炼身体的意识。今天我们来
到柘城县特殊教育学校，目的
就是为了让这里的孩子们感受
到社会的关爱，同时也能健康
快乐地成长。”

捐赠仪式结束后，该校的
学生们为表示感谢，特别表演
了《感恩的心》的手语舞蹈，孩

子们真诚的表情、开心的笑容，
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该校校长程颖红介绍：“学
校现有70多名学生，且很多都
是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平时
学校也很重视孩子们的身体健
康发展，但由于条件有限，十分
缺乏体育器材。但多亏了这次
捐赠活动，帮助我们完成了这
个心愿，孩子们今后锻炼身体
也有了更多的方式，十分感谢
省体彩中心。”

9月6日、9日，洛阳、新乡
分别传出喜讯，两地彩民均中
得了中福在线“连环夺宝”大
奖，揽获奖金25万元。

据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中
福在线销售厅工作人员介绍，
该市中奖彩民是位资深人士，
平时就经常来销售厅玩游戏。
当时，这位幸运彩民正在16号
机上玩“连环夺宝”游戏。该彩
民使用 100 分进行了 5 倍投
注，在“连环夺宝”第3关中出
了24颗绿宝石。根据规则，可
获得奖金25万元。

而在9月 9日，来自新乡
市延津县的张先生也收获了同

样的幸运大奖。与洛阳中奖彩
民一样，张先生也是位资深彩
民。当天，他来到当地中福在
线销售厅，选定 25号机器坐
下，并开始投注。玩了一会儿
没中奖，张先生又换13号机继
续玩了起来。

下午2点左右，张先生呼
啦一下站起来，高声呐喊：“我
的天，快来看，我中了个25万
大奖！”原本寂静的销售大厅瞬
间沸腾了，一旁的彩民纷纷过
来围观，沾一沾喜气。张先生
激动万分地说：“回去用这笔奖
金开个小店，小日子红红火火
过起来！” 豫福

洛阳、新乡俩彩民
分别收获中福在线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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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

捐赠仪式现场 省体彩中心供图

【商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