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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2221514元，2931018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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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2 9 0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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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9注

149注
2028注

25057注
293298注

单注金额
---

34936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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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8408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60039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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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球

05 10 20 23 26 31

第201713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917073元
17482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000000元
5元

7注
146注

1569注
75681注

1356509注
9764880注

3注
4980044注

0注
8注

64注
3259注

56140注
411078注

0注
228945注

每注金额
1115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318期中奖号码
4 5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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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090元，中奖
总金额为241935元。

中奖注数
5注

431注
6277注
874注
326注
43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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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204元。

中奖注数
696注

0注
2054注

中奖号码：856
“排列3”、“排列5”第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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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注
4439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67注

883

88369
排列3投注总额1412779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386368元。

七星彩第17138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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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三位3、6，四位1、8，五位4、7，
六位5、8，七位2、6。

22选5第17319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 3∶2，重点号关注 04、13、21，
可杀号0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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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9 10 11
13 14 15 17 18 21。

排列3第17319期预测

百位：3、5、8。十位：2、3、7。
个位：5、7、8。

夏加其

专家荐号

周四凌晨欧冠杯小组赛继续烽烟四起，本赛季大巴黎旨在欧冠捧
杯。而在法甲和欧冠两条战线当中，大巴黎至今保持不败。如果算上
季初的法超杯，球队已经有18场正式比赛未尝败仗。上轮欧冠杯球队
主场火力全开，最终5球大胜比甲班霸安德莱赫特，小组赛4战全胜已
经拿到出线资格。对手凯尔特人虽然在国内联赛称王称霸，但在欧洲
赛场他们始终是低人一等。与拜仁和大巴黎同组就注定他们只是陪跑
角色，这场比赛他们走访王子公园球场恐怕要吃败仗。

重点点评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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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巴塞尔VS曼彻斯特联

007巴黎圣日尔曼VS凯尔特人

推荐

负

让胜

百元可中奖

277元

支持体育事业、帮扶困难学生、捐建健身器材……

照亮前行方向，体彩始终相伴
核心提示 | 中国体育彩票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已筹集公益金超过3700

亿元，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在庞大的数字后面，平凡人
的生活也因体彩而更加多彩。

冬奥会冠军张虹：奥运金牌有体彩的一半

中国自重返奥运大家庭
以来，从1984年至2016年，
共参加了 9届奥运会，获得
227枚夏季奥运会金牌和12
枚冬季奥运会金牌。而这每
一枚奥运金牌的背后，都有
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张虹，2014年索契冬奥
会女子速滑 1000米金牌获
得者，在2014年2月13日的
冬奥会赛场上，她拿下了中
国速度滑冰参加冬奥会以来

的首金。每每谈及体彩，她
总是充满了感情。她所从事
的冬季项目在训练竞赛方面
经费需求较大，正是因为有
了体彩公益金的支持，项目
的训练比赛条件都有了较大
的改善，为实现奥运赛场上
零的突破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

冬奥会夺金后，张虹不
仅出任了北京申奥形象大
使，也成为体彩的公益大

使。在比赛和训练的间隙，
她积极参加体彩组织的公益
活动，并在多个场合表达了
对体彩的感谢之情。

其实，来自体育彩票参
与者的点滴奉献，一直默默
地支持着许许多多像张虹一
样的体坛健儿的光荣与梦想
之路，支持者他们不断突破
自我，向着更好、更快、更高、
更强的目标努力。

体育小春苗：体彩助我实现梦想

前段时间一部印度电影
《摔跤吧爸爸》获得无数点
赞，片中喜欢摔跤的姐妹俩
虽然有伟大爸爸的关爱，但
也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训练
比赛,甚至连一张专业的摔
跤垫都买不起。如果你也同
样喜欢体育但无力承担训练
比赛所需的经费，可以找体
彩帮忙。

在重庆，体彩支持的“体
彩助训 春苗行动”已连续开
展十年，每年为上百名体育
苗子提供训练及参赛经费支
持。十年来，该项目已投入
公益金超过600万元，获得资
助的体育春苗超过 1600人
次。来自长寿县的受助学生
肖航也是喜欢摔跤的孩子，
在体彩的支持下，他多次夺

得市摔跤锦标赛冠军。而喜
欢游泳的章欧雯在体彩的帮
助下，也多次取得全市游泳
锦标赛第一名的好成绩。像
他们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
据统计，有35%的受助学生
在市级、国家级比赛中获得
冠军，其中一些体育苗子已
经成才，为国家培养了一批
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体彩爱行走”活动参与者：体彩为我送健康

也许你每天在朋友圈刷
步数，也许你每天在蚂蚁森
林积攒绿色能量，通过参与
运动做公益，已经成为时尚
而又实用的生活习惯。其
实，体彩也是你每一次健康
行动、每一个微公益行动的
支持者。不用说体彩公益金
建设的健身路径已是小区、
公园里的免费健身房，也不

用说15分钟健身圈给你的生
活带来的改变，你身边的丰
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许
多都有体彩的身影。

江苏的健身爱好者们，
三年来已经习惯了参与江苏
体彩组织的“体彩爱行走”活
动。江苏体彩会每天根据你
捐赠的行走步数，匹配捐赠
相应数量的爱心基金，为基

础薄弱的学校提供电脑教室
等项目建设。

参加体彩组织的健身活
动，让大家养成了坚持锻炼
的习惯。在体育彩票的支持
下，健康理念和健康行动逐
渐成为生活习惯，可以说，与
体彩同行的一小步，成就了
身体健康的一大步，更汇聚
了点点滴滴的爱心。

贫困大学生王雪松：体彩帮我改变命运

“体彩·新长城”助学项
目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累
计投入903万元，资助2091
名特困大学生。其中很多受
助学生已经走出校门、走向
社会，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
命运。

王雪松是内蒙古师范大
学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于
2007年成为“体彩·新长城”
助学基金的受助学生之一。
王雪松来自呼伦贝尔，父母
以种地为生，身体都不好。
他说：“刚进大学时，交完学
费和住宿费，就没有吃饭的
钱了，我只好去饭馆打工，因
为在那里可以免费吃饱饭。”

没想到，“体彩·新长城”助学
基金像及时雨一般来到身
边，让他能够专心于学习和
训练，也让他感受到来自陌
生人的关爱和温暖。每每谈
起“体彩·新长城”助学基金，
王雪松都有一种发自心底的
感激之情。

后来，王雪松不仅考上
了公费研究生，还考取了乒
乓球国家一级裁判，参加了
体彩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
人也变得自信开朗起来。他
曾经说：“在我无助的时候，
能获得体彩的帮助，我很幸
运；考上公费研究生，参与体
彩组织的志愿者活动，从受

帮助到帮助别人，为我的生
活打开了一扇公益之门，我
特别幸运。”现在，王雪松回
到家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用实际行动回报体彩和社会
的关爱。

无论是奥运赛场上为国
争光的中国健儿，还是贫困
家庭里走出的小运动员、大
学生，或是体彩支持的全民
健身活动的参与者们，体育
彩票都在我们的身边，点亮
我们的梦想，让生活更出彩。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让
我们一起，让快乐与美好发
生。 河体

本报讯 11 月 9日晚，福彩
“3D”游戏第2017306期开奖，当
期开出的中奖号码为“817”，济源
鸿运楼附近的41160004福彩投
注站一彩民直选包点“16”30倍，
获得奖金3万余元。

第二天上午，获奖彩民张女
士来到济源市募捐办领奖，并与
工作人员分享了自己的购彩经
历。她介绍道，虽然自己玩彩三
四年了，但对中奖号码走势图却
鲜有研究，每次购买彩票几乎都
只是随便选号，尤其是玩3D游戏

时，选号就更加随性了，选号灵感
有时来自车牌号，有时来自电话
号码，有时来自生日日期……运
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只要坚持购
买就有机会中大奖！

福彩3D以“固定奖、天天开”
的小盘玩法而著称，由于3D游戏
的普及，让彩民觉得彩票也有了
数字游戏的魅力——虽然中奖金
额没有双色球那么高，但是中奖
几率大，选号过程中乐趣多，深受
彩民的喜爱！

济源彩民倍投福彩3D
喜中3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