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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捐赠，报名申请正进行
将为省内 100 个大型社区送去健身器材
□记者 张琛星

核心提示 | 11 月 10 日上午，由省福彩中心、省慈善总会、大河报社联合举办的“福
彩 30 年公益社区行”活动正式启动。即日起，将在省内寻找 100 个大型社区，为每个社
区一次性捐赠价值 2 万元的健身器材。

传递公益，为全省 100 个社区捐赠健身器材
启动仪式上，省福彩中心
主任叶川介绍说，今年是福利
彩票发行第 30 年，是福利彩
票、福利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节点。河南福彩从年初
开始，连续举行各类公益活
动，力争惠及更多人群，受到

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此次，省福彩中心再次使
用福彩公益金 200 万元，联合
省慈善总会、大河报社，为省
内的 100 个大型社区捐赠健
身器材，以践行发行宗旨，丰
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助力社会

民生发展，从而将公益精神传
播得更广、更远。
目前，本次活动正在报名
申请阶段，时间截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申请者需按活动要
求，通过邮箱、网络平台、快递
邮寄任一方式提交材料。

报名参与，申请者需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报名时间

注意事项

活动使用省本级福彩公益金 200 万元，对河南省内 100
个大型社区捐赠健身器材，
报名时间截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

1. 咨 询 电 话 ：
0371-65796255，
17752506508 周 一 至 周 五
工 作 时 间（9：00—12:00；
15:00—18:00）拨打。
2.通过电子邮箱、网
络报名，最终被确定为捐
赠对象的需提供原件；通
过快递邮寄报名的，则可
以直接邮寄原件，社区可
保留复印件。
3.原则上不与其他活
动重复资助同一社区。
4.爱心器材将直接送
至社区，社区接收后，需按
要求提供收条凭证。

所需材料
此次公益活动申请表等附件将在河南福彩网、大河客户
端、
微信公众号大河好彩等提供下载链接。
1.河南“福彩 30 年公益社区行活动”申请表 1 份；2.接收
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3.社区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1 份，并
盖章；4.准备安装器材的场地照片（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200 平
方米），拍照洗出或打印；5.社区相关荣誉，例如治安类、卫生
类等，或其他荣誉复印件，并盖章；也可提供其他相关材料，
例如正面新闻报道等复印件；6.承诺书。
报名方式

编号/主队VS客队

推荐 百元可中奖

“二串一”玩法
11/15（周三）

001澳大利亚VS洪都拉斯

胜

010蒙特雷VS墨西哥美洲

胜

264元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 2017134 期
红色球

中奖
号码

蓝色球

04 05 11 14 28 32 04
中奖结果

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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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
全国
每注金额
中奖注数 中奖注数
0注
13 注 6040990 元
3注
99 注
170869 元
70 注
1824 注
3000 元
4285 注
87046 注
200 元
69502 注 1531322 注
10 元
632682 注 14674835 注
5元
0注
4 注 5000000 元
380485 注 8259233 注
5元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10353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7340462元。

600 份“三亚双人 5 日游”等您来拿
□记者 吴佩锷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体彩中
心获悉，为回馈广大彩民对中国
体育彩票的厚爱，省体彩中心将
于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4 日期间
开展“购足彩送旅游推广月”抽奖
活动，
每周为 1 期，
共开展 4 期。
活动期间凡购买中国体育彩
票传统足彩 14 场胜负游戏、任选
9 场游戏、6 场半全场游戏、4 场进
球游戏及其它竞彩足球玩法，单
票金额达到 100 元（含）以上的，
可以参与每周抽奖活动,单人参
与不限张数，每张符合条件的彩
票都可以参与抽奖。
每周抽奖 150 份，每份奖品
为“郑州—三亚往返直飞精品双
人 5 日游”旅游体验 1 份。活动开

展 4 期，共抽出旅游体验 600 份，
共计 1200 人次。
据了解，参与活动的彩民需
关注“竞彩河南”微信公众号。活
动期间每周抽奖 1 次，于次周周
五针对上一周所有符合条件的彩
票进行抽奖。抽奖结果在河南体
彩网和“竞彩河南”微信公众号公
布。被抽中奖的彩民需携带身份
证及被抽中的彩票原件到当地体
彩分中心登记获奖人信息资料。
登记人员信息须与参与旅游人员
信息一致。
登记领奖有效期为自公布抽
奖结果次日起 10 个自然日，逾期
视为放弃领奖资格。彩民丢失彩
票原件亦视为放弃领奖资格。

奖池 43.63 亿元
今晚大乐透再迎开奖
11 月 13 日，大乐透第 17133
期开奖，头奖空开，二等奖开出 53
注，
其中 11 注采用追加投注。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奖
号码为“15、17、19、32、33”，后区
号码“01、03”。前区开奖号码集
中在中大号区域，1 号段开出三
个，3 号段开出 2 个，大小比 3∶2，
奇偶比 4∶1。后区为一组小奇数
组合，
其中
“01”
已连续开出三期。

当期，二等奖开出 53 注，每注
奖金 19.9 万余元；其中 11 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1.9 万
余元。三等奖开出 469 注，每注奖
金 8189 元；其中 159 注采用追加
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4913 元。
当期开奖后，奖池金额小幅
回升，达到 43.63 亿元，今晚大乐
透第 17134 期开奖，更多惊喜等
您来拿。
河体

重点点评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扫码关注
了解更多详情

1.邮箱报名：按要求填写并提供所需材料扫描件，提交
至 dhbgongyi@163.com 邮箱，标题注明
“福彩公益社区行”。
2.网络报名：申请人可通过河南福彩网，大河客户端，微
信公众号大河好彩等，
点击链接根据提示进行报名。
3.快递邮寄：将申请所需材料邮寄至“郑州市金水区农
业路 28 号报业大厦 6 楼”报名（邮编 450000，张记者，电话
0371-65796255，17752506508）。

“购足彩、送旅游”
抽奖活动即将来临

15 日下午，2018 年俄罗斯
世界杯决赛最终 2 个名额将决
出一席，亚洲区劲旅澳洲将坐
镇主场迎战中北美洲区实力分
子洪都拉斯。最近 10 个正式
比赛主场，澳大利亚取得了 8
胜 2 平的不败战绩。而洪都拉
斯取得 1 胜 2 平 2 负的成绩，在
客战墨西哥与美国时均遭遇惨
败。由此展望，澳大利亚应该
能在主场一鼓作气击败洪都拉
斯并挺进世界杯决赛。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 2017311 期

中奖号码：
979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763 注
374 注
0注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排列3”、
“排列5”第17311期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

排列3 900
排列5 90069

全国中奖注数

七星彩第 17135 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2、4、9，奇偶比
例关注 3∶4，大小比例关注 3∶4，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2、9，二位
4、6，三位 3、5，四位 0、5，五位 4、7，
六位 2、
4，
七位 1、6。

22 选 5 第 17312 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比例

本 期 河 南 3D 及 附 加 玩 法 销 售 额 为
1441724 元。

玩法

专家荐号

单注奖金

直选 8026注 1040元
组选3 4216注 346元
0注 173元
组选6
18注 10万元

排列 3 投注总额 14263740 元；
排列
5 投注总额 9758570 元。

关注 3∶2，重点号关注 03、11、14，
可杀号 0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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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3、06、
07、
09、
10
11、
13、14、
15、
18、
19。

排列 3 第 17312 期预测
百位：1、4、5。十位：2、3、7。
个位：
3、
5、
9。
夏加其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第17134期

中奖号码：1 8 3 7 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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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注
195注
2266注
28572注
332457注

单注金额
5000000元
19450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2219654元，24426295.93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第2017311期中奖号码
1 2 6 8 18
奖 等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7注
头等奖
9104元
300注
二等奖
50元
5213注
三等奖
5元
190注
好运二
23元
234注
好运三
154元
16注
好运四
1463元
河南销售总额为 358396 元，中奖
总金额为168607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