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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7290期预测
比较看好4、8、9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两码推荐：
48、49、38、39、34、14。

四六分解式推荐：3489—
012567，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号
的可能性较小。

跨度参考 3、4、5、6、7、8，和
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234、236、
238、239、348、349、356、358、

359、367、047、145、146、148、
246、247、248、249、456、457、
058、078、128、158、168、178、
268。

双色球第1712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9、14、

15、17、19、20、22、25、30、31、33。
蓝色球试荐：06、08、11、13、

14。

七星彩第17125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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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二位0、6，三位5、9，四位4、8，
五位4、5，六位5、6，七位4、9。

22选5第17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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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可杀号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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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06、07、09、10、11、13、
14、15、18、20。

大乐透第17125期预测
推荐“9+3”：06、11、13、17、

20、22、27、28、31+04、09、10。

排列3第17290期预测
百位：2、5、7。十位：1、4、

6。个位：2、3、8。

夏加其

每注金额
2102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89期中奖号码
2 8 9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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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686元，中奖
总金额为301679元。

中奖注数
8注

556注
8419注
245注
196注
1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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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976元。

中奖注数
681注

0注
1442注

中奖号码：2 3 6
“排列3”、“排列5”第17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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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注
6772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8注

744
74481

排列3投注总额15325588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314854元。

3778674元
57541元
2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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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5注

206注
623注

6686注
12533注
8224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2注
8注

19注
271注
317注

2468注

07 13 16 18 21 29 3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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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0注

48注
16注

775注
255注

34962注
12597注

561870注
187738注

5289330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0元
179827元
107896元

4340元
2604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124期
中奖号码：03 29 30 32 35 03 08

本期投注总额为 201634459元,4351880934.9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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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勒沃库森VS柏林联合

斯旺西VS曼彻斯特联

推荐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189元

新乡“合买团”揽大乐透奖金
45人采用“11+4”复式投注，奖金45万元

随着顶呱刮三款新票闪
亮登场，顶呱刮金条大派送活
动火爆开启啦！10月23日至
11月19日，凡购买顶呱刮“20
倍现金”“天下名钻”或“巧克

力”彩票的彩民，只要单张彩
票中得1000元即可获得8克
金条一根。

需提醒彩民的是，如果你
中得1000元，需要留存好中

奖彩票。在收到通知后，持中
奖彩票和身份证到所在地市
体彩中心即可领取奖品。奖
品领取时间截至2017年12月
31日24:00。 河体

“众人拾柴火焰高”，10月
18日，新乡市和平大道体育中
心西门4107020084101体彩
网点传出喜讯，一个45人“合
买团”擒获大乐透第17122期
二等奖3注，奖金45万元。

10月20日下午，这个45
人“合买团”的三名代表满脸
喜悦地来到省体彩中心领取
大奖。据了解，中奖彩票采取
了“11+4”复式投注，中出3注
二等奖及其他奖级共计1686
注，累计奖金45万元。

“团队合作的力量就是
大！”中奖彩民李先生感叹
道。虽然45万的奖金平均到

每人并没有多少钱，但几位中
奖者均表示已非常开心。“离
大奖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再接
再厉，希望收获更大的惊喜。”

另一位中奖彩民杨女士
告诉记者，她购彩不到三年，
一直跟着李先生他们这个“合
买团”买彩票，这也是她第一
次中这么大的奖。“回家先请
朋友吃个饭，给自己买身漂亮
衣服，就当犒劳一下自己！”

据介绍，合买购彩虽然分
担了购彩资金，增加了中奖概
率，但还是要提醒广大彩民，
量力而行，理性投注，保持平
常心。

□记者 杨惠明

上周末，“足彩3亿派奖”
活动第六周完成第十、第十一
个“指定派奖期”，虽然两个奖
期不乏冷门，特别是如日中天
的英超豪门曼联直接输给了
升班马哈德斯菲尔德，但两期
14场胜平负总共中出了一等
奖205注。

10月22日，足彩第17157
期开奖，冷意十足，曼联客场
负于升班马哈德斯菲尔德，多
特蒙德客场被法兰克福逼平，
以往类似冷门只需一场便会

导致奖金成色升高，现如今两
场大冷门叠加在一起的效果
并不太大。第17157期14场
胜平负中出一等奖47注，单注
奖金加派送奖金合计57万元；

“任选9场”中出6054注，单注
奖金加派奖4039元。

10 月 23 日，第 17158 期
开奖，虽然没有爆出大冷门，
但由于球队实力接近，竞猜难
度不低，巴黎圣日耳曼和AC
米兰的平局对购彩者具有一
定“杀伤力”。当期14场胜平

负一等奖中出158注，单注奖
金加派奖近14.9万元；“任选9
场”更是中出高达29303注，
单注奖金加派奖866元，彩民
朋友的水平令人叹服。

本周末，足彩第 17161
期、17162 期将是“3 亿大派
奖”活动上半程的收官之作，
3.12亿奖池资金将在本周末
派送过半，不仅为国家公益事
业提供有力支持，也让不少彩
民切实享受到了派奖活动所
带来的巨大福利！河体

中奖彩票

足彩3亿派奖第六周

豪门遇冷无碍头奖频出

体彩顶呱刮，好礼送不停
单张彩票中得1000元即可获金条一根

9月 27日，体彩大乐透第
17113期开奖，为江苏南京彩民
送上1注头奖，10月16日上午，
中奖者唐先生在两位亲戚的陪
同下来到当地体彩中心领奖。

唐先生出示的中奖彩票为
一张“7+2”复式票，投注金额为
42元。唐先生表示，他虽然才
30多岁，但是彩龄近10年。对
于体彩大乐透，他是一期不落
地购买，尤其偏爱购买体彩大
乐透复式票。

唐先生说，9月27日傍晚，
他购买了一张“7+2”复式票，上
面的号码都是他研究走势图后

自选的。当天晚上，大乐透第
17113 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
05、08、17、18、23+04、12，作为
一名大乐透的忠实购彩者，当
晚10点多，唐先生就发现自己
中奖了。

因为是复式投注，除了中
得当期一等奖，唐先生的这张
彩票还中得三等奖和四等奖各
10 注，总奖金高达 6624641
元。唐先生表示，他自己做点
小生意，有了这笔流动资金，心
里更有底了，希望后面生意更
加红火。

河体

斯旺西上周末主场1:2输给莱切斯特城，遭遇开局前5个主场
的第4场败仗，主帅克莱门特继续使用433阵型，效果仍不理想。曼
联上周末客场1:2输给升班马哈德斯菲尔德，赛季前欧洲超级杯之
后首尝败绩，积分榜上已经落后同城死敌曼城5分。赛季首败既是
双赛疲惫累积的结果，也是对整赛季走势不小的警示，周中肯定会
做出不小的轮换，但鉴于斯旺西更无心争夺杯赛，客胜仍是首选。

重点点评

偏爱复式投注
老彩民收获大乐透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