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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0483466元，360362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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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9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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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7注

98注
1499注

19811注
244333注

单注金额
0元

41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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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734586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050130元。

红色球

11
蓝色球

14 18 19 26 30 31

第201800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082556元
319846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3注
55注

1316注
66438注

1258260注
14195004注

0注
0注

34注
2434注

49641注
592984注

每注金额
60933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09期中奖号码
2 7 9 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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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512元，中奖
总金额为208652元。

中奖注数
1注

421注
6501注
224注
369注
2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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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698元。

中奖注数
999注

0注
967注

中奖号码：813
“排列3”、“排列5”第18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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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5注
0注

1180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6注

496

49665
排列3投注总额14944384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542830元。

七星彩第18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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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3、6，二位
0、7，三位3、4，四位1、5，五位4、9，
六位2、3，七位1、8。

22选5第18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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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可杀号1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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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04、06、07、08、
10、12、13、15、18、19。

排列3第18010期预测

百位：2、4、9。十位：1、7、8。
个位：2、7、9。

夏加其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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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西悉尼漫步者VS阿德莱德联

006日本U23VS巴勒斯坦U23

推荐

平

胜

百元可中奖

365元

福彩帮扶，为俩孩子送去温暖
她们乐观坚强与病魔斗争，感动众人

核心提示 | 阳光福彩，河南大爱。新年上班第一天，河南省福彩中心分别为正在
与病魔斗争的刘子念、张祺悦两位小朋友送去温暖，同时鼓励她们坚强面对，早日康复。

1 月 2 日上午，这也是
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河
南省福彩中心主任叶川及工
作人员，来到郑大一附院10
号病房楼的重症监护室，为

恶性淋巴瘤患者7岁的刘子
念送去关怀与帮助。

7岁，本该是一个孩子最
快乐的童年时光，可是去年9
月份，病魔无情地夺走了这

个能歌善舞的女孩儿的一
切。由于病情的加重，刘子
念正在 ICU重症监控室，此
行未能见到孩子。

叶川主任向刘子念妈妈
说明了来意，希望能为子念
提供一些帮助，带来了福彩
人为孩子筹集的2万元爱心
款。刘子念妈妈眼含泪水
说：“谢谢叶主任，谢谢所有
福彩人，谢谢你们大家对孩
子的关心与帮助。”（如左
图）

叶川主任表示，福彩是
公益慈善事业，尽最大努力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福
彩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希望
孩子能够早日康复，在阳光
下健康茁壮成长。

寒冬送暖，福彩传递爱心

1月2日下午，省福彩中
心主任叶川、副主任李广云，
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姚林安
等赶赴新乡市看望重病少女
张祺悦，把福彩爱心善款5万
元送到孩子父母手中。

张祺悦是新乡市二十二
中学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
生，一年前不幸罹患肾病综
合征。前段时间，由于肺部

真菌感染，病情险急，住进了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
监护室。

张祺悦母亲下岗无业，
父亲是一名普通职员，家庭
情况困难，昂贵的抢救费用
更让一家人束手无策。

病魔无情，福彩有爱。
在张祺悦家里，叶川主任鼓
励他们坚定战胜病魔的信

心，代表全省福彩人给予他
们有力支持。

这次捐赠使身处困境中
的小祺悦一家人感受到了来
自福彩的关心和温暖。

今后，福彩慈善基金还
将继续帮助社会上的困难群
体和个人，将福彩大爱和希
望传递下去。

豫福

福彩救助，帮扶患病少女

1月8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04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4、09、22、28、30，后区开出
号码01、10。

当期全国共中出4注一
等奖。其中，1注为1565万
元(含587万元追加奖金)追加
投注头奖，出自重庆；3注为
978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分落
江苏、河南和陕西。

重庆中出的1565万元追
加头奖出自丰都县，中奖彩
票为一张5注15元投入的单
式追加票。

江苏中出的978万元头
奖出自扬州，陕西中出的978
万元头奖出自商洛，两张中
奖彩票均为一张5注10元投
入的单式票。

河南中出的978万元头
奖出自郑州东，中奖彩票是
一张“前区2胆18拖+后区2
码”的胆拖复式票，投入1632
元，单票擒奖1013万元。这
也 是 今 年 河 南 彩 民 继 第
18001期收获头奖后，再次中
出大乐透头奖。

二等奖中出56注，每注

奖金为 18.65 万元；其中 14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11.19万元。

三等奖中出662注，每注
奖金为6152元；其中162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3691元。

当期开奖过后，体彩大
乐透奖池小幅升高至44.45
亿元。今晚，大乐透第18005
期继续开奖，2元投注最高可
中1000万元，3元追加最高
可中1600万元。

河体

惊喜不断

河南彩民再揽大乐透头奖

近期，西悉尼漫步者状态不
错，上轮联赛做客挑战布里斯班
狮吼，虽然盘口方面处于下风，不
过里埃拉和布里奇在上半场的进
球让他们客场2:0完胜对手。

西悉尼漫步者最近四场拿下
三场胜利之后，目前在积分榜上
积17分排在第六位。另外，西悉
尼漫步者将在10日内踢第三场比
赛，球员体能令人担忧。

阿德莱德联上轮联赛趁着珀

斯光荣惨败给悉尼FC士气受挫
的机会，客场取得了一场3:0的大
捷。阿德伦早早打开胜利之门，
下半场尾声康斯坦多普洛斯和阿
萨隆森各入一球。目前，阿德莱
德联在积分榜列第四。

虽然西悉尼漫步者斩获连
胜，而阿德莱德联发挥欠稳。但
今季两度交锋后者却全部取胜，
阿德莱德联此行客场对决，带走1
分也不过分。

周三竞彩推荐

实力不相上下
西悉尼漫步者或难取胜
□记者 吴佩锷

“我中了，中了，中了15万。”
2017年 12月 24日，开封市鼓楼
区包公湖南路附近的41020040
投注站传出喜讯，彩民小王收获
刮刮乐大奖。

据悉，小王的中奖彩票是刮
刮乐“五福临门”，彩票的刮开区
下方并排着两个“福”字，两个福

字的下面印有50000元，100000
元。现场经投注站业主仔细辨
认，确定中出15万元头奖。

“快过年啦，没想到花10元
钱，竟然中个大奖。”兑奖时，小王
激动地说，他买彩票就是怀着支
持公益的平常心，没想到这次“五
福”真的“临门”了。 豫福

开封彩民
喜中“五福临门”大奖

专家荐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