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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7787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32期中奖号码
6 11 17 1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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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978元，中奖
总金额为233239元。

中奖注数
1注

281注
5749注
127注
199注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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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8198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184307元。

红色球

07
蓝色球

09 12 20 24 28 31

第201801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970693元
20026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7注
103注

1365注
71239注

1330607注
10681021注

0注
3注

54注
2842注

56036注
458551注

“排列3”、“排列5”第18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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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6注
0注

1332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55注

860
86093

排列3投注总额15752918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599324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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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7616元。

中奖注数
526注

0注
906注

中奖号码：712

徐新格

福彩3D第18033期预测

比较看好 3、4、7 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3478—012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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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057、067、128、136、138、144、

145、146、147、148、158、167、
168、178、236、239、245、247、
249、258、267、278、336、346、
349、356、358、366。

双色球第1801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6、07、14、
15、17、19、21、22、25、29、32。

蓝色球试荐：04、05、10、11、
13。

22选5第1803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12、
17，可杀号 03、11；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四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04、

05、08、09、12、13、15、16、17、20、
21。

排列3第18033期预测

百位：2、5、7。十位：3、4、
6。个位：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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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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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悉尼FCVS惠灵顿凤凰

023博尔顿VS布里斯托尔城

推荐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22元

机选投注 洛阳彩民中大奖
投入10元，收获双色球547万元头奖

“来洛阳出差还中了大奖，
我真是太幸运了！”彩民张先生
激动地说道。

原来，1月22日，张先生出
差到洛阳市宜阳县考察公司项
目，路过寻河镇下河头村的体
彩4103270036101网点时，购
买了一张大乐透的复式票，谁
知竟幸运中得大乐透奖金
137700元，让来洛阳出差的张
先生惊喜不已。

1月23日，张先生到省体
彩中心洛阳分中心领取了奖
金。“我算得上是体彩的老彩民
了，最喜欢买大乐透，几乎期期
不落，每期固定投入12元购买
6+2的复式票，中过几次小奖。”
兑奖过程中，张先生说，购彩
当天，他在网点观察了大乐透
走势图后，进行了号码筛选，最

终选取了1组6+2复式号码进
行投注，该投注号码为前区24、
25、26、28、29、32，后区为01、
12。买完后他把彩票随手往口
袋里一塞，便开始忙了起来。

晚上回到宾馆休息时，才
想起来买的彩票，赶紧上网查
中奖没。这一查，把他吓了一
跳，在大乐透第18010期中，他
中得二等奖一注，单注奖金
136700元，中得四等奖一注，
单注奖金1000元，总共收获奖
金137700元。发现自己中了
奖，他激动不已，兴奋的一宿都
没睡好。

领奖后的张先生高兴地
说：“马上要过年了，中得的奖
金准备给家里人每人买件新年
礼物，让他们跟我一起分享这
份中奖的快乐！” 河体

1月30日，在众人的期盼
中，洛阳双色球第2018009期
大奖得主，彩民刘先生终于现

身省福彩中心领奖。据悉当期
河南彩民共收获2注头奖，花
落许昌、洛阳，也是今年河南首
次中出的双色球头奖。

据介绍，刘先生购彩多年，
是福彩的忠实彩民，由于工作
忙碌，平时购彩几乎都采用机
选投注，且保持20元以内。“当
成一种休闲方式吧，只要买了
彩票，就会让自己有美好的期
盼，心情也会好很多，同时还能
支持公益事业。”

在这样的平常心的状态
中，刘先生收获了不少购彩乐
趣，同时也收获着惊喜。1月
21日，当期双色球开奖日，上
午空闲时，刘先生来到洛阳市
李城路南段41030955福彩投

注站，机选了5注双色球，随后
就离开了投注站，开始继续忙
碌。当晚开奖后，蓝球07时隔
40多期现身，让不少彩民收到
了奖金，同时河南彩民也收获
今年首注双色球头奖。大奖喜
讯不胫而走，刘先生听到后，想
起白天买的彩票，这才查询开
奖号码，5注号码，第1注便命
中了头奖547万元。“激动，真
的很激动，一整夜都睡不着。”

中奖心情难以平复，经过
近10天的调整，刘先生才决定
现身领奖，现场为了回馈社会，
他向福彩慈善基金捐出了1万
元善款。对于奖金的规划，他
表示首先改善生活，剩余的随
后再做打算。

□记者 张琛星

近日，财政部发布了2018
年春节期间彩票市场休市公
告，2月15日（除夕）0：00至2
月21日（初六）24：00期间，除
即开型彩票外，停止全国其他
各类彩票游戏的销售、开奖和

兑奖。具体彩票游戏的开奖、
兑奖等时间调整安排，由彩票
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提前
向社会公告。

根据规定，休市期间，即开
型彩票的销售活动由彩票销售

机构根据彩票发行机构的要求
和本地实际情况决定，要制定
全面细致的销售工作方案，切
实加强安全管理。同时，彩票
销售机构要充分尊重彩票代销
者的意愿，不得强行要求销售。

从2018年2月2日起，您
购买的每一张中国体育彩票上
都会出现这样一句话——“感
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元”。根据您的投注金额，系统
会自动计算出本张彩票有多少
钱用于支持公益事业。

以体彩超级大乐透游戏为
例，这一游戏的公益金提取比
例为36%，这意味着，一张投注
金额为 2元的单式大乐透彩
票，票面上将显示“感谢您为公
益事业贡献0.72元”；如果是投
注金额为10元的5注单式大

乐透彩票，票面上将显示“感谢
您为公益事业贡献3.60元”。

由于不同的体彩游戏有不
同的公益金提取比例，系统会
自动根据您的投注金额和游戏
类别，计算出您每购买一张彩
票所贡献的公益金数额。因
此，同样投注2元，显示的公益
金贡献金额可能会有所不同。
而你将一目了然地了解，自己
到底为公益事业做了多少贡献。

中国体育彩票发行24年
来，已筹集超过 3800 亿公益
金。公益金用于补充社会保障

基金、支持医疗卫生、教育助
学、赈灾救灾、扶贫济困、体育
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这其
中，少不了每一位购彩者的贡
献。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随着这句暖心的话出现
在您手中的彩票上，期待能有
更多人了解体彩公益，参与体
彩公益，也让体彩更加透明，更
加深入人心。

中国体育彩票，把爱心晒
在阳光下，让公益到处看得
见。微公益，一起来。

河体

大奖彩票 省福彩中心供图

明白晒公益 爱心看得见

春节期间 彩票市场休市7天
除夕至初六，除即开型彩票外，停售各类彩票游戏
□记者 吴佩锷

悉尼FC在主场被中央海岸水手意外逼
平之后，迅速击败了强大的墨尔本胜利，重
振旗鼓，并巩固了榜首位置。凤凰在短暂的
2 胜 1 平后上轮联赛被打回原形，主场面对
阿德莱德联的比赛中，0∶1输球，球队继续排
在积分榜倒数第一。此役，一支是本赛季高
歌猛进的卫冕冠军，一支是刚刚被击败了的
联赛副班长，本场比赛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进入2018年，焦作福彩喜

讯不断，“中福在线”、“刮刮
乐”、“22选5”接连爆出大奖，紧
接着，“双色球”也迎来了新年
开门红。1月25日晚，一彩民
凭借一张“7+1”的复式票斩获
双色球2018011期二等奖1注，
四等奖6注，奖金17万余元。

据了解，该注大奖出自焦
作市太行路与健康路交叉口东
北角的 41080033 号投注站。
据业主李先生回忆，中奖彩民
是有着多年购彩经验的技术型
老彩民了，平时只偏爱“双色
球”，几乎期期都买。

“他喜欢自己研究走势图，
每次买的号都是自己看好的。

有时他没时间来站里买，就会
用微信让我代买，我把票打出
来后就拍照给他，如果中了小
奖，直接转账给他，中了大奖就
需要他来这里拿彩票，去市福
彩中心兑奖了。”李先生说，功
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等来
了双色球二等奖，中奖彩民来
拿彩票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提起这注大奖，业主李先
生的兴奋劲儿一点不比中奖彩
民少，这可是他的投注站自前
年中出“刮刮乐”30万元头奖以
后，再次迎来的大奖。而且还
是 2018 年焦作市福彩“双色
球”的头注二等奖，打响了新年

“双色球”开门红。 豫福

出差途中
男子收获大乐透好运
奖金13万余元，采用复式“6+2”投注

复式投注
他揽入双色球奖金
奖金17万余元，为焦作彩民


