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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2116274元，2024733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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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9 3 4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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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101注
1652注

20374注
264689注

单注金额
5000000元
352864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8128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304期中奖号码
4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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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506元，中奖
总金额为200891元。

中奖注数
8注

402注
6010注
225注
314注
2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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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9392元。

中奖注数
743注

0注
783注

中奖号码：109
“排列3”、“排列5”第17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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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3注
0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9注

444

44413
排列3投注总额15251778元；排列

5投注总额9926238元。

七星彩第1713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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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二位
6、8，三位2、7，四位1、6，五位3、9，
六位5、7，七位3、5。

22选5第17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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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4，
可杀号1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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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05、07、08、
10、11、13、14、17、20。

排列3第17305期预测

百位：2、5、6。十位：0、3、7。
个位：1、5、9。

夏加其

专家荐号

布里斯托尔流浪在上周足
总杯客场 2∶4 不敌诺茨郡，近
期经历了联赛 3 连败，总体而
言状态比较糟糕。斯文登在上
周足总杯客场5∶1大胜英非联
球队达特福德，取得 4 连胜佳
绩。斯文登本赛季客场战绩出
色，但毕竟只是英乙，他们近年
8次做客布里斯托尔流浪只赢
过1场。

重点点评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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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布里斯托尔流浪VS斯文登

006巴拉纳竞技VS科林蒂安

推荐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360元

“泳坛夺金”大派奖即将登场
11月9日开始，针对3种投注方式，2000万元派完为止
□记者 杨惠明

记者从省体彩中心获悉，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中国体育
彩票的支持与厚爱，河南省体
彩中心将于11月9日（周四）
起开展“泳坛夺金”2000万元
大派奖，“481”和“283”两个
玩法一起派奖。

据了解，派奖活动连续派
送5天，每天派奖88期，派奖
奖金共2000万元。如到期奖
金未派完，则延续至奖金派完
当日最后一期为止。

本次派奖既有彩民们喜
闻乐见的老朋友“任二全包”，
也有近期火热彩市的新朋友

“二带一”和“三不重”，以上3
种投注方式参与派奖，最高加
奖幅度达22.45%。

“泳坛夺金”是我省最热
销的彩票品种，其特点是“好
选好玩奖金高”，投注灵活，方
式多样，乐趣十足，有多种方
式可进行投注。

老玩法“481”中的“任二
全包”，其最大的特点是不论
形态、不论位置，所选号码开
出即可中奖，中奖率高、现场
中奖体验好且奖金能翻倍。

新玩法“283”的“包 2”
“包3”“三不重5码复式”等投

注方式各有优点，但都具备好
选号、易中奖、奖金能翻倍的
特点。“283”玩法最大的特点
是有两组开奖号码，一注彩票
有两次中奖机会。

本次加奖的3种投注方
式都是目前最好选好玩、深受
彩民喜爱、最容易中奖的玩
法。彩民如购买“三不重”“二
带一”“任二全包”，奖金可能
会翻2倍、3倍或4倍，是真正
的奖金会翻倍的彩票。尤其
在派奖期间，奖金更高更超
值，机会多多、实惠多多、中奖
多多。

双色球自2007年以来，
已连续10年开展了11次派
奖活动，此次9亿元派奖活动
和去年相同，是双色球历次派
奖金额中最大的派奖活动。

在2016年双色球派奖期
间，因派奖奖金节余，一共派
奖22期（第2016124期至第
2016145期），河南彩民不断
收获好运，共揽头奖17注，其
中8注为复式投注，分别多得

派奖奖金500万元。17注头
奖中，最幸运的为焦作一彩
民，采用复式“7+1”投注，出
自焦作市解放路 41080024
投注站，花费 14元，命中第
2016126期头奖1000万元，
加上派奖奖金，一举揽入超值
奖金1500万元；奖金最多的
为郑州一彩民，采用复式“8+
3”两倍投注，出自郑州市天泽
街宝龙广场 41010580 投注

站，命中第2016133期头奖，
加上派奖奖金，共揽2212万
元；此外，在第 2016132期、
第 2016133 期，河南彩民还
创下两期10注头奖的纪录，
再现大奖福地。

目前，派奖正在火热进
行中，更多惊喜也将悄悄来
临，彩民朋友们赶快行动吧，
在理性投注的同时，收获属于
自己的双色球好运。

9亿派奖开启，双色球惊喜不断
复式投注均可参与，正在火热派送中

□记者 张琛星

核心提示 |“9亿派奖，再度来袭”。为进一步回馈彩民对双色球的喜爱和支持，11月5
日双色球第2017130期开始，中福彩启动2017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连续派奖20期，
复式投注均可参与。目前，派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规模空前，头奖更高末奖翻番

此次双色球9亿元派奖
活动从第 2017130 期开始，
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

其中，4亿元用于一等奖
派奖，每期2000万元，由当期
采用复式投注的一等奖按中
奖注数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

高限额500万元；5亿元用于
六等奖派奖，对当期采用复式
投注的所有六等奖按每注5
元派送固定奖金，若六等奖派
奖总奖金达到或超过5亿元，
将从下一期起停止六等奖派
奖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9亿
元派奖活动只对复式投注有
效。目前的奖池规模下，凡采
用复式投注中得一等奖的，有
望达到1500万元；采用复式
投注中得六等奖的，奖金从5
元提升至10元，实现翻番。

惊喜持续，河南彩民连获好运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注“大河好彩”
从此好运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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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派奖

六等奖派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94633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3102470元。

红色球

11
蓝色球

01 07 10 11 26 27

第201713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513378元
122466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4285714元
5元

25注
131注

2893注
107801注

1675295注
13810389注

7注
7307593注

4注
4注

55注
3727注

64513注
593767注

1注
349803注

为回馈广大彩民，10月30日
起，河南福彩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幸运彩”300万大赠票活动，赠完
为止。目前，活动正在进行中。

活动期间，针对“幸运一全选
三”“幸运二任三”“幸运二任五”
进行派奖，其中“幸运一全选三”
奖金30元，赠送彩票10元；“幸运
二任三”奖金100元，赠送彩票30
元；“幸运二任五”奖金14元，赠
送彩票4元。

据了解，“幸运彩”是福彩的
快开游戏，2013年在河南上市，每
10分钟开奖一次，每天开84期，
有“幸运一”（幸运魔方）“幸运二”
（勇士争先）两个玩法，深受彩民
的追捧。

“幸运一”是指选择1个至3
个位置进行投注，每个位置的投
注号码为0、1、2中的任意一个；

“幸运二”是指从1~10中选择1~
7个号码进行投注。其中，此次派
奖所针对的玩法是：“幸运一全选
三”为选3个号码中3个号码，“幸
运二任三”为选3个号码中3个号
码，“幸运二任五”为选5个号码中
3个号码。

参加活动的中奖者，应在活
动期间内进行兑奖；活动最后一
天（结束当天）中奖的，应在活动
结束5日内兑奖并获得赠票。目
前，赠票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彩民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行动
起来收获好运吧。 豫福

福彩“幸运彩”
300万大赠票正派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