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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213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11期中奖号码
2 7 13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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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788元，中奖
总金额为176741元。

中奖注数
6注

358注
6434注
227注
221注
1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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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8196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580409元。

红色球

06
蓝色球

02 20 21 28 31 33

第201800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元
371062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注
68注

782注
49202注

1009539注
10144039注

0注
2注

35注
1904注

42089注
386319注

“排列3”、“排列5”第18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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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4注
0注

13163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9注

972
97231

排列3投注总额16046286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932756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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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270元。

中奖注数
351注

0注
629注

中奖号码：078

徐新格

福彩3D第18012期预测

比较看好3、5、7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2357——014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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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38、047、057、
058、135、136、137、138、139、

145、147、157、158、225、234、
236、245、246、247、248、249、
255、256、258、259、268、335、
336、345、346、347。

双色球第18006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7、11、
13、14、20、21、24、25、28、29、31。

蓝色球试荐：05、08、12、14、
16。

22选5第1801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09、
16，可杀号 12、22；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一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 03

04 05 08 09 11 13 15 16 19
20。

排列3第18012期预测

百位：2、7、8。十位：0、4、
5。个位：3、6、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2（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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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勒沃库森VS拜仁慕尼黑

026赫塔费 VS 马拉加

推荐

平

胜

百元可中奖

596元

经过了快一个月的休赛
期，德甲下半程的赛事即将来
临，新一轮最早开始的比赛来
自于勒沃库森本周六凌晨主场
迎战拜仁慕尼黑。本赛季最让
人意外的德甲球队无疑是勒沃
库森，拜仁慕尼黑是这个赛季
初德甲转会引援中净支出最高
的球队，勒沃库森恰恰是净支
出最少的球队，上个赛季磕磕
碰碰的保级之路并没有给勒沃
库森以警醒，其不仅没有进行
阵容上的提升和补充，反而流
失了多名主力球员。

勒沃库森冬歇期前最后一
轮客场4∶4战平汉诺威96，连
胜势头被终结，但各项赛事已
经连续14场不败，最近安排的
两场热身赛，球队2∶1战胜菲尔
特、2∶2战平德丙的明斯特普鲁

士，伤愈复出的阿拉里奥第二
场比赛梅开二度，贝拉拉比在
该场比赛受伤下场，但本周中
已恢复训练，同时复出的还有
贝利和基斯林，文德尔本场也
解禁复出，勒沃库森可以完阵
出击。

拜仁慕尼黑上周结束多哈
拉练返回德国，基米希流感初
愈，可能缺席本场比赛，莱万和
胡梅尔斯受伤病困扰，训练并
不系统，冬歇期间，俱乐部从霍
芬海姆引进了高中锋瓦格纳，
瓦格纳在对阵阿尔阿赫利的友
谊赛中取得进球，诺伊尔和蒂
亚戈仍在养伤。

拜仁慕尼黑已经连续5次
做客未能击败勒沃库森，加上
目前阵容不整，此战仍不宜过
度高看。

去年双色球全国共开出1556注头奖

河南揽76注 最高奖6100万
□记者 张琛星

核心提示 | 头奖全年零空开，好运持续不间断。在过去的2017年里，福彩双色球可谓
一路惊喜，据统计，去年双色球全国开奖154期，送出头奖1556注，较2016年增长72注；
河南彩民收获76注，较2016年增长8注，取得了不菲成绩。那么，这些大奖花落何地，他们
都采用了哪些投注方式……经统计核实，通过数据可直观了解。

去年开出1556注头奖，河南揽入76注

大奖十足，据统计，2017
年福彩双色球全国开奖 154
期，头奖零空开，开出头奖
1556注，其中河南揽入76注；
每期开出的头奖注数中，60注
及以上占2期，10注及以上占
55期，4注及以上占138期，也
就是说基本上每期都开出4注
以上的头奖。

在单期头奖数量中，前三
名依次为第 2017149 期井喷
67 注、第 2017032 期爆出 63
注、第2017093期开出39注；
处 于 倒 数 第 一 名 的 是 第
2017039期，仅开出1注头奖。

在奖金方面，去年双色球
中出1注亿元大奖，花落广东。
同时也送出不少千万元足额头

奖，自第2017002期开出4注
千万元头奖开始，全年共22期
累计送出68注1000万元头奖，
其中有20期开出2注以上的头
奖，排名第一的是第2017130
期开出5注千万元头奖。而奖
金最少的是第2017032期爆出
63注500万元头奖，但让不少
彩民得到了实惠。

河南60人获奖，最高奖金为6100万

据统计，河南揽入的76注
头奖，可谓是花落全省各地，其
中，郑州35注、信阳8注、南阳5
注、周口3注、洛阳3注、三门峡
3注、平顶山2注、濮阳2注、驻
马店2注、新乡2注、许昌2注、
安阳1注、鹤壁1注、济源1注、
焦作1注、开封1注、漯河1注、
商丘1注、邓州1注、鹿邑1注。

因5人采用多倍投注，所
以共有60人获头奖，其中，奖

金超千万的有8人，最大奖为
荥阳一彩民采用复式11倍投
注，共揽入双色球第2017026
期奖金6100万元，出自郑州市
荥 阳 演 武 路 与 工 业 路
41010830投注站，成为去年的
最大赢家。其次为信阳彩民分
别揽入的第2017139期大奖，
奖金2126万元；第2017131期
大奖，奖金1654万元。此外，
第2017063期，郑州一彩民命

中二等奖，由于采用单式100
倍投注，收获奖金1026万元，
超当期头奖奖金，好运十足。

最幸运的投注站为郑州黄
河路经七路交叉口附近的
41018308 投 注 站 ，在 第
2017031期，俩彩民在该投注
站均采用多倍投注，分别收获
1635万元、1091万元两注，同
期同站点开出“双黄蛋”，再现
河南大奖福地。

复式投注中头奖，在全省占“半壁江山”
关于投注方式，在全省60

名获头奖彩民中，采用复式投
注29人，单式投注25人，胆拖
投注6人。其中有5名彩民自
选投注，均“单挑”收获当期头
奖，奖金最高为第2017038期，
郑州彩民2元换来879万元头
奖，出自郑州市中原西路湖光
新苑门口41012277投注站。

在投注习惯上，采用自选
投注的为44人，凭借好运机选

的有15人，其中最幸运的是，
第2017081期南阳彩民机选1
注号码，收获776万元大奖，出
自南阳市雪峰大桥西明伦现代
城 41130131 投注站，引来众
人羡慕。

值得注意的是，60位头奖
得主中，有23名彩民现场自愿
向河南省慈善总会福彩慈善基
金 捐 出 善 款 ，最 多 的 是 第
2017048期大奖得主郑州女彩

民，捐出50万元，可谓巾帼不
让须眉；而在大奖彩民中，有7
人为女彩民（合买除外），较
2016年增长6人；此外，最遗憾
的是，三门峡第 2017033 期
682万元头奖，在领奖期限内，
彩民仍未现身领奖，成为弃奖。

好运继续，2018年已经开
启，传递公益精神，助力福彩慈
善，好运总在不经意间到来，说
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

河南彩民揽大乐透3注头奖
大奖花落南阳、周口

1月10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05 期前区开出号码 04、
09、23、24、30，后区开出号码
08、11。当期全国中出6注头
奖。其中，1注为1241万元(含
465万余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
头奖，出自上海；5注为775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分落上海、河
南(3注)和新疆。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
1241万元出自静安区，中奖彩
票为一张7+2复式追加票，投
入63元，单票擒奖1246万元。

河南中出的3注775万元

头奖分落南阳(2注)和周口(1
注)。南阳中出的2注775万元
出自同一个网点的 2张胆拖
票，其中一张为前区9+后区1
胆2拖的胆拖票，投入504元，
单票中奖788万元；另一张为
前区7+后区 1胆 2拖的胆拖
票，投入84元，单票擒奖784
万元。周口中出的775万元出
自6+3复式票，投入36元，单
票擒奖787万元。

上海中出的775万元头奖
出自松江区，中奖彩票为一张
5注10元投入的单式票。

新疆中出的775万元头奖
出自克拉玛依市，中奖彩票为
一张 11+2 复式票，投入 924
元，单票擒奖788万元。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来自上海的彩民多拿
了465万余元追加奖金，单个
头奖达到了1241万元。

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
池仍有44.35亿元。1月13日
本 周 六 ，大 乐 透 将 迎 来 第
18006期开奖，届时彩民们仍
有机会2元击中1000万，3元
击中1600万。 河体

周五竞彩强档推荐

勒沃库森欲全力阻拜仁
□记者 吴佩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