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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馈广大彩民对中国
体育彩票的支持与厚爱，在
国庆、中秋双节到来之际，河
南省体彩中心将于2017年9
月27日（周三）起，对正在进
行的体彩高频1500万大赠票
活动进行升级，赠票奖金翻
倍，具体如下：

一、活动时间
新的赠票方案从今年9

月27日第1期起开始实施，
每天88期，资金赠完为止。

二、活动内容
参与本次赠票活动的是

去年刚上市的新玩法“283”，
“283”玩法包含三不重、二带
一两种投注方式。

如中取三不重奖级，除
正常领取每注49元的奖金之
外，原赠送8元体育彩票，活

动升级后，再多赠送8元体育
彩票，共赠票16元，相当于奖
金价值65元；

如中取二带一奖级，除
正常领取每注98元的奖金之
外，原赠送16元体育彩票，活
动升级后，再多赠送16元体
育彩票，共赠票32元，相当于
奖金价值130元。

按注赠送，多中多赠，多
期票、多倍票均可参加。

三、中奖体验
“泳坛夺金”283玩法特

点是“好选好玩易中奖”，说
它易中奖是因为其最大的特
点是：一注彩票两次中奖。
虽然上市时间不长，但“283”
玩法已经有了铁杆粉丝，还
研究出了中奖率超高的投注
方式，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三

不重5码复式”和“包2”这两
种。

“三不重5码复式”是从
号码1-8中任选5个投注，如
开出三不重形态，且3个开奖
号码包含在所选的5个号码
之内即为中奖，一注彩票，可
两次中奖，部分彩民研究出
了五连号的投注技巧，取得
了不错的中奖率。

赠票活动不限投注方
式，单式、复式、组合如中奖
均可赠票。采用复式组合投
注，奖金有可能会翻2倍、3倍
或4倍，是真正的奖金会翻倍
的彩票，尤其是现在活动升
级，赠票金额翻倍，奖金更高
更超值。9月27日开始，全
省体彩高频网点期待您的光
临。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7262期预测

比较看好3、4、8有号，三个奖
号 中 任 意 两 码 差 可 参 考“1、2、
3”。和值参考09至20区段。

四 六 分 解 式 则 可 参 考 ：
3489——012567，前者四码中至少
包含一个奖号，后者六码包含三
个奖号的可能性较小。

不太看好的两码组合为：12、
78、79、89、56、57、67。

不定位组选试荐：018、035、
036、037、038、045、047、128、129、
136、138、148、149、158、168、178、
236、238、239、347、356、358、366、
367、457。

双色球第1711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5、06、07、12、
13、15、19、20、22、26、31、32。蓝色
球试荐:07、14、04、06、09。

七星彩第1711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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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二位
4、9，三位 3、7，四位 1、6，五位 2、
7，六位5、9，七位2、5。

排列3第17262期预测

百位：0、4、7。十位：5、7、8。
个位：3、4、6。

22选5第1726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09、14，可
杀号1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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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4 05 07 08 09
10 12 14 15 16 19。

大乐透第17113期预测

推荐“9+3”：08、10、16、19、23、
27、28、30、33 +01 03 10。 夏加其

每注金额
2328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61期中奖号码
7 12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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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24元，中奖
总金额为155906元。

中奖注数
3注

340注
5087注
182注
142注
1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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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104元。

中奖注数
343注
647注

0注

中奖号码：6 8 6
“排列3”、“排列5”第17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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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8注
0注

21056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8注

635
63522

排列3投注总额14737038元；排列
5投注总额9831048元。

1402855元
66802元
2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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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3注

183注
553注

6761注
10125注
8053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9注

16注
238注
352注

2841注

01 02 07 09 13 15 3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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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注
5注

88注
26注

513注
150注

24025注
7648注

521825注
175579注

5091791注

单注金额
7219221元
4331532元
105157元
63094元
7026元
4215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112期
中奖号码：05 06 20 31 32 06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199283910元,4270235999.6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重点点评

虽然皇马贵为欧洲头号豪门，和多特蒙德近年在欧冠赛场上也有
过多次交手，然而多特蒙德甚至更占上风。从最近的状态来看，多特蒙
德也要比皇马更热，上周末主场6∶1狂扫门兴格拉德巴赫之后，多特近
3场联赛连胜，得失球比高达14∶1，独占德甲头名，势头强劲。而皇马
上周末客场2∶1险胜阿拉维斯，避免了连续两场不胜。皇马新赛季表
现欠稳，球队状态仍需要调整，相比多特蒙德而言，没有明显优势。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26（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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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莫斯科斯巴达 VS 利物浦

006摩纳哥 VS 波尔图

009多特蒙德 VS 皇家马德里

推荐

负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82元

270元

活动升级，赠票奖金翻倍

体彩高频1500万赠票正派送
□记者 杨惠明

河南俩彩民分获
排列五40万、160万大奖

9月25日下午，来自河南巩
义的李女士和来自河南南阳的杨
先生先后走进省体彩中心兑奖，
李女士中得了40万元，杨先生中
得了160万元，两人都是购买排
列五中的大奖。

据了解，李女士购彩有十年
了，每天都会花十几块钱投注。
这次购买排列五选号是突发奇
想，参考了一张发票的后几位并
打了 4倍，非常幸运地中了奖。
大奖出自巩义市站街镇派出所向
北 100 米的 4119810017101 体
彩网点。

而杨先生也是有十几年的彩
票购买经验，他喜欢根据研究的
彩票号码趋势走向进行选号，本
次中奖是感觉对一注号码很有信
心，直接投注了10倍。

投注后，杨先生感觉另外一
注号码也不错，就和原来的号码
一起又分两次各打了3倍，没想
到一共中了160万元。大奖出自
南阳市西峡县北大街育才小区楼
下的4113230041101体彩网点。

在祝贺两位彩民的同时，提
醒彩民朋友：彩市有风险，购彩需
谨慎。 河体

体彩大乐透再爆倍投大
奖！9 月 25 日，大乐透第
17112期开奖，全国送出6注
头奖，其中湖北一人以3倍倍
投追加方式捧得头奖，单票
总奖金达3465万多元。开奖
结束后，体彩大乐透奖池仍
达42.7亿多元。

当期全国中出6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721万多元,其
中5注追加，可额外多拿433
万多元追加奖金,追加一等
奖单注奖金达到 1155 万多
元。

数据显示，当期湖北武
汉一投注站独中3注追加头

奖，中奖彩票是一张3倍投注
的3注追加单式票，投注金额
27元，其中1注命中头奖，单
票总奖金达3465万多元。另
外2注追加头奖分落山东济
南、浙江温州，前者的中奖彩
票是一张9元3注式票；后者
的中奖彩票是一张315元胆
拖复式票，除了1注追加一等
奖外，还中出2注追加二等
奖、12注追加三等奖及多注
固定奖，单票总奖金达到
1203万多元。而另1注基本
头奖则落户安徽合肥，中奖
彩票是一张336元“8+3”复
式票，除了1注一等奖外，还

中出2注二等奖、15注三等
奖及多注固定奖，单票总奖
金达到754万多元。

同期二等奖中出88注,
每注奖金10.51万多元,其中
2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6.3万多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达到 16.82
万多元。

本期开奖后，体彩大乐
透奖池达到42.7亿多元，奖
池奖金将滚入9月27日开奖
的第17113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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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乐透爆出6注头奖
当期开奖后，奖池达到42.7亿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